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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根据《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决定召开于都农商银行 2020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1日上午 10时至 12时；会议时

间若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2.会议地点：于都农商银行九楼会议室（于都县长征大

道西 69号）。
二、参会人员:于都农商银行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听取并审议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听取并审议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听取并审议《于都农商银行 2020年业务经营计划执行

情况及 2021年业务经营计划报告（草案）》；
4.听取并审议《于都农商银行 2020年度股金分红方案（草

案）》《于都农商银行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
5.听取并审议《于都农商银行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财务预算方案》；
6.其他需要审议的事项。
四、其他事项

1.会议登记办法：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应在规定
时间内持有关证件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起止时间：2021年 5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20日。
3.登记地点：于都农商银行财务会计部。
4.登记联系人：郭莉云 联系电话：0797-6223271。
5.会务联系人：胡军伟 联系电话：0797-6233634；移动电

话：13970115869。
特此公告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日

关于召开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劳动是一切

幸福的源泉，奋斗

成 就 伟 大 梦 想 。

在“五一”这个礼赞劳动、致敬劳动者

的日子里，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祝福，向各条

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示崇高的敬意！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望

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力奋斗，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撸起袖子干、

挥洒汗水拼，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

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

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

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谱写了“中

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实践充分

证明，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

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

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

出发。“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第一个五年。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危机中育先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紧紧依靠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奋进新征

程，扬帆再出发。只有充分发挥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

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进一步

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才能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胜利汇聚磅礴力量。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符合全国各

族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国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坚定不

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自觉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在 新 征 程 上 铸 就 新 的 历 史 伟

业，我们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在抗疫斗争中挺

身而出，在复工复产中坚定前行，在

科技自立自强中勇攀高峰，在决胜

全面小康中攻坚克难，在决战脱贫

攻坚中担当作为……新时代的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平凡的岗位

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以实际行

动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不愧为新时代最美奋斗者。新征

程上，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

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

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劳动模范

的示范带动作用，必将激励广大人民

群众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不断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我们要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加

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到创新技

能导向的激励机制，从开展大规模职

业技能培训到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

度，激励了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

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了

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有力推

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

型劳动者大军。新征程上，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

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为

劳动者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

长新本领创造条件，我们一定能建设

好高素质劳动大军，为创造新的时代

辉煌提供坚实支撑。

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我们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劳动者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得实惠、

享荣光，是激发劳动创造力的必由之

路。从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到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发

展和谐劳动关系，一系列政策举措有

力维护和发展了劳动者各方面利益，

捍卫了劳动者尊严。新征程上，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职

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

展，必定能让勤奋做事、勤勉为人、

勤劳致富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更好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

动者。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

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

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

共同事业。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

勤于创造、勇于奋斗，乘风破浪、开拓

进取，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新的奋

斗史诗，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社论
人民日报

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

 





































新华社记者曲振东 编制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记者陈
席元 徐鹏航）“五一”假期来临，热门景

点门票售罄、高铁飞机一票难求……然

而，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国内人

员大规模流动堪比“压力测试”，怎

样放心出行、放心游？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五一”假

期旅游出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为假期“护航”。

抓防控——确保经受住大
规模人员流动的“压力测试”

“虽然现在我国疫情总体形势是

好的，没有本地传播疫情，但是国际形

势非常严峻，外防输入的压力更大。”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提醒，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我们每个人都要坚持常态化防控措

施，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好良好的形势。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统筹

推进假日旅游出行和疫情防控，既要

保障人民群众旅游出行安全有序便

利，又要做到疫情防控科学精准适度，

确保疫情防控能够经受住“五一”假期

大规模人员流动的“压力测试”。

通知强调，从严落实外防输入措

施，充分发挥海关“第一道关口”作

用，落实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属地责

任，有效阻断边境非法出入境小道、

便道、渡口。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闭环

管理。做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落实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

疫情防控举措。

防聚集——限量、预约、错峰

五天小长假来临，故宫等热门旅

游景点门票纷纷售罄。如何有效防止

景区景点出现“人从众”的人员聚集？

通知指出，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强化旅游预约管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类

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开放式景区景点

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

馆要做好预约管理，按照不超过日最

大承载量有序接待游客和参观者，坚

决防止出入口和核心观景平台等地点

人员大量聚集。

同时，密闭空间和室内场所要加

强通风换气、清洁消毒。宾馆、酒店、

民宿等住宿场所要正确使用空调，做

好入住人员登记和健康监测。商场、

超市、购物店等要落实经营者摊位日

常保洁制度。影剧院、游艺厅、网吧等

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日接待量不超过

日最大承载量。

强预警——落实“两早”

针对假日期间的健康监测，通知

要求，坚决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通知强调，医疗机构要加强发热

病人等就诊人员的核酸检测；交通运

输、旅游等经营单位要加强对旅客、游

客的健康监测，发现发热、咳嗽等可疑

症状者后应当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

门报告，按相关规定和程序转至医疗

机构就诊，尽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例，避

免疫情传播。

同时，完善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

生疫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科学划定

风险等级区域，按照最小单元精准确

定管控范围。要加强统筹指挥调度，

确保疫情能够及时发现处置，患者能

够及时有效救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

内控制疫情传播。

稳接种——保障新冠疫苗接
种不断档

假期还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五一”期间，全国疫苗接种不断档、

“不打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五

一”期间将有力有序加快推进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做好疫苗供应保障，确保

群众第 2剂次疫苗接种需求，保证疫苗

接种连续性。

同时，继续加快推进感染风险

高和传播风险高的重点人群疫苗接

种，保持假日期间接种量平稳，接种

不断档。

保出行——消毒通风、测温登记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五一”假

期全国客运量将达 2.65 亿人次，较

2020年同期上升 120.1%，接近 2019年
水平。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通知，

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要严格落实

消毒通风、从业人员防护、旅客测温及

信息登记等疫情防控措施。旅客出入

客运场站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

吴尊友提示，在旅行途中，要落实

常态化防控个人措施，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勤洗手、常通风。“只要我们每

个人都能做到常态化防控措施，既能

够减少发生新冠疫情的风险，同时又

能享受美好的春天时光。”

疫情期间“五一”假期如何安心出行？
这份指南来“护航”

新华社南昌 4 月 30 日电 （记者范
帆）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江西省于都县

梓山镇潭头村村民孙观发的出游计划，又

一次“搁浅”了。

“村里的游客这么多，都快招呼不过来

了，哪里还有时间出去旅游。”假期还未到，

潭头村已经是人头攒动，村口的停车场停满

了旅游大巴，孙观发正忙着整理客房的床

铺，准备迎接游客的入住。他家在“五一”期

间的民宿床铺，早早就被游客订满了。

清澈见底的水塘、白墙黛瓦的楼房、

宽阔整洁的马路……眼前的潭头村呈现

出一派田园风光，很难想象过去这里曾经

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当地村民在顺口溜

里这样描述：“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

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

随着脱贫攻坚开展，一系列精准扶贫

举措让这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2019年 7月，潭头村以村

民入股的形式成立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

过“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模式发展“富

硒食堂”、民宿与红色研学等项目，村民们

端上旅游“饭碗”，过上了更加富裕的生活。

“接下来，村里还将继续努力打造 4A
级乡村旅游景点，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游玩。”潭头村村支书刘连云说。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苏区时期，这座有着 30多万人的县城，先

后有 6.8万人参加长征。在这片承载着革

命荣光的红色土地上，新变化和新气象不

断涌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赓续绵延

的故事俯拾皆是。

来到于都县段屋乡围上村的铜锣湾，

一口简陋的“革命井”引人注目。1934年
10月，红一军团在铜锣湾集结休整，随后

前往梓山镇的山峰坝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两万五千里

长征。在铜锣湾短暂停留的几天里，红军战士给百姓

打了这口井，解决了村里吃水难问题。

根据很多亲历者的讲述以及当地党史部门的记

载，红一军团在铜锣湾村集结待命的日子里，“军风严

整，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八十余年过去了，这口“革

命井”依然汩汩出水，红军打井的故事也在村里代代相

传，如今铜锣湾成为红色教育的研学基地，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慕名来到红一军团的“长征起点”打卡，感受

革命年代红军的艰苦斗争和军民鱼水情深。

围上村村支书康文志告诉记者，村里的业态正不

断丰富，红色研学旅游如火如荼，肉鸡养殖和脐橙种植

等富民产业也发展起来，村里建起了扶贫车间，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15年
的 2100元增长到 2020年的 5600元。

在村口的休闲广场上，不时有笑声传来，几位从扶

贫车间下班的村民正在打羽毛球。挥舞的球拍和跳跃

的身姿，写满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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