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

的红土地。在这里，共产党人打

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在这

里，我们党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

据地；从这里，红军开始了震惊

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井冈山精

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

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

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初夏的赣鄱大地，绿意盎然、

生机勃发。记者来到江西，倾听

历史的回响，追寻红色的记忆。

“现在的幸福日子真
是做梦都没想到”

蒙蒙细雨、云雾氤氲，五百

里井冈气势磅礴。

来到黄洋界脚下的井冈山

市茅坪乡神山村，4000亩毛竹林

连山成片。山道弯弯，竹影婆

娑。走进村里，一栋栋小楼拔地

而起。在自家开的农家乐里，村

民彭夏英洗菜、做饭，忙碌不停，

不一会儿，饭香扑鼻而来。

回忆起 2016 年 2 月 2 日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家里的场景，

彭夏英仍然兴奋不已。“总书记

一间一间屋子看，跟我们算收

入支出账。”那天的对话，彭夏

英记得很牢，“总书记问，黄桃、

茶叶收入稳定吗，可持续吗？

我说有分红，还拿股权证给总

书记看。问电视能收几个台？

我说有四五十个，总书记就拿

起遥控器查看。”

彭夏英家曾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因丈夫早年在外务工时

摔伤了腿，干不了重体力活，一

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她一个人

肩上，全家人住在破旧土坯房

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几年前，在当地政府和干部

的帮助下，彭夏英开了村里第一

家民宿，随着游客渐多，彭夏英

的民宿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去

年，她一次性安装了 10台空调，

民宿舒适度提高了，口碑也越来

越好。如今，彭夏英家每个月的

纯收入超过 1万元，在外务工的

儿子也回来帮忙。“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让我们倍感温暖，也坚定

了我们脱贫致富的信心。现在

的幸福日子真是做梦都没想

到！”彭夏英说。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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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

编者按：5月18日 ，人民日报1版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刊发了
题为《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报道，聚焦江西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千方百
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生动实践。本报现予全文转载，敬请关注。

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人民日报记者朱磊 孟祥夫 宋静思 邹翔

本报讯（记者刘燕凤）5 月

18日上午，由中央组织部会同中

央网信办共同组织的“走进红色

美丽村庄”网络主题宣传采访活

动在于都启动。中央组织部新闻

办、中央网信办传播局、省委组织

部、省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市委

书记吴忠琼，市领导王成兵参加

启动仪式或出席相关活动。

此次活动将组织人民网、新

华网、央视网、光明网、中国网、

中国青年网等 13 家中央网络媒

体记者，分三批对江西、湖南等 6
个省的 50 多个红色村进行采访

报道，通过图文、短视频、全景、

航拍等生动活泼的新媒体手段，

生动展现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取得的新成绩。

据了解，这次采访报道聚焦

的红色村庄，有的是革命战争时

期我们党的重要根据地或党的领

导机关所在地，有的是我们党重

要历史事件或重大活动的发生

地，通过挖掘宣传这些村庄的红

色历史和红色记忆，着力讲好这

些村庄赓续光荣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的生动故事，着力讲好农村

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推动乡村

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感人故

事，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启动仪式后，16 名媒体记

者分成三个采访组分赴我省相

关红色村庄进行深入采访报

道。其中，赣州采访组记者深

入到于都县贡江镇古田村，通

过现场看变化，与村党支部书

记、红军后代等人交流等方式，

真切感悟苏区人民为革命抛头

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深刻感

受赣南革命老区发展变化。

本报讯（卢玲 记者张宗兴）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5月18日，赣

州与国开行江西省分行签署“十四

五”时期系列合作协议。国开行江西

省分行与市政府签署了《开发性金融

支持赣州“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合作协议》，还分别与全南

县政府、赣州市生态环境局、瑞金市

乡村振兴发展有限公司、于都县振兴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以

实际行动助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忠琼与在

我市出席相关会议的国家乡村振兴

局副局长夏更生、国开行副行长周清

玉一行会谈，并见证签约。国家发改

委振兴司副司长王心同，商务部财务

司二级巡视员贵芸，省鄱湖办副主任

邱啟旻，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朱元发，

省扶贫办副主任路文革，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副局长骆小林，国开行扶贫事

业部副总裁阎晓辉、江西省分行行长

吴迪，四川省泸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吴

燕晖，贵州省遵义市副市长明岩，福建

省三明市副市长程鹏鹰，赣州市领导

李新民、张鹏等参加相关活动。

根据协议，赣州市政府与国开

行江西省分行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围绕将赣州市建成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凸显省域副中心城市地

位，打造国家区域中心城市，高标准

建成美丽中国“赣州样板”，进一步深

化开发性金融全方位合作。按照统

筹兼顾、突出重点、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的原则，双方将紧扣赣州市“十

四五”时期建设目标、任务、重点领

域和重大项目，充分发挥赣州市政

府组织协调优势和开发银行中长期

投融资综合服务优势，采取政策引

导、市场建设、融资推动等措施，建

立务实高效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

赣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开行

江西省分行将协同国开金融、国开

证券、国银租赁等国开行子公司，在

融资、融智、融产业等方面，全力支

持赣州经济社会发展。国开行对双

方研究确定纳入重点合作的项目，将

主动参与融资项目包装策划，综合运

用信贷、基金、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

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在政

策、产品创新、资金规模、资金定价等

方面给予优先倾斜支持。“十四五”时

期，双方重点合作包括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型

城镇化提质升级和城乡融合发展、产

业高质量发展、交通互联互通、长江

大保护、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

其间，夏更生、周清玉一行出席

了开发性金融支持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振兴研讨会、国开行对口

支援全南县项目招商会。会上，国开

行介绍了支持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领域和五项

举措，今年将向全国革命老区发放贷

款6000亿元以上；赣州市、泸州市、遵

义市、三明市分别介绍了本地推动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情况；

中国供销集团、华侨城集团、正邦集

团、广东鼎龙实业集团等企业负责人

作了发言；20家市外企业代表介绍了

产业项目和投资意向，部分企业与全

南县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当日下午，周清玉一行瞻仰了

赣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实地考察了

章贡区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还深入赣

州经开区金力永磁等企业调研。

赣州与国开行江西分行签署“十四五”系列合作协议
吴忠琼夏更生周清玉等出席

“走进红色美丽村庄”网络主题
宣传采访活动在于都启动
吴忠琼出席相关活动

初夏的于都，草木葱茏，生机盎

然。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大爱亲临

赣州视察，在于都河畔发出了“新长

征、再出发”的新时代召唤。

弹指两年间，大地尽朝晖。在这

700多个激情燃烧的日子里，百万于都

儿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苏

区精神、长征精神，豪情满怀绘长卷，奋

楫笃行续华章，奏响起感恩奋进的昂扬

旋律，镌刻下砥砺前行的深深印记。

牢记嘱托奋楫行

5 月的于都河，清澈丰盈。屹立

在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前，新扩建的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地纪念园里，前来缅怀革命先烈、接

受红色教育的人们络绎不绝。

连日来，该县车溪乡坝脑村103岁
的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向乡邻们讲述

起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没看过的看

过了，没吃过的也吃过了，到处都光闪

闪、亮堂堂！金长哥要是能看到这些，

该有多好！我是在替他享福啊……”

80 多年前，段桂秀的新婚丈夫

王金长参加红军，出征前的一句“等

我回来”，让她守望一生，最终等到

的，却是一张烈士证明书。时光流

逝，从未出过远门的段桂秀心中有

个梦想：去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今年 4月，于都县有关领导走访

得知老人心愿，看到她身体还硬朗，

家人又支持，决定助她圆梦。

4 月 27 日，段桂秀登上前往北

京的飞机，同行的，还有该县 13 名红

军烈士后代。3 天的京城之旅虽然

短暂，却让这些烈士后代和亲属感

受到了无尽关爱、无上荣光。

于都县委、县政府用实际行动践

行总书记视察于都时的殷殷嘱托：“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照顾好为中国革

命作出贡献的老红军、老同志以及红

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为用心服务

好烈士家属和退役军人，该县把集中

开展走访慰问的时间从春节、建军节

扩展到重阳节。2019年至今，共走访

慰问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及其他优

抚对象8.7万余人次，发放慰问金1658
万元。2020年，县里设立退役军人关

爱基金，县财政当年核拨 100万元，以

后每年再安排 50万元，用于解决烈士

遗属、红军后代和退役军人的生活、医

疗等困难；将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

纳入“十四五”规划，提升改造县革命

烈士纪念馆，新建的烈士纪念园集中

安置“散葬烈士”4023名；先后对罗坳

镇步前革命烈士纪念塔、利村乡里仁

革命烈士纪念塔、马德明烈士墓等 8
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修缮……这些举

措，让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和退役

军人等感受到如沐春阳的温暖。

记者来到于都采访时，于都长

征源合唱团正在紧张排练。团员们

不忘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于都时对长

征源合唱团“到建党百年时完成 500
场以上《长征组歌》巡演目标”的肯

定和鼓励。这支由 100 多名红军后

代自发组建的合唱团，成立 11 年来

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传唱长征歌曲，

弘扬长征精神，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现已在全国各地累计巡演 499 场。5
月 19 日，他们就将迎来第 500 场《长

征组歌》巡演。 （下转4版）

奋楫笃行续华章
——于都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进高质量发展纪实

□特约记者黄长生 记者余书福

5 月 17 日，俯瞰江西省安远县三百山国家森林公园。安远县是粤港居民饮用水东江的发源地，为保护好一

泓清泉，该县通过擦亮生态底色、建设生态城乡、发展生态产业等“组合拳”，持续做好“绿色”文章，让好风景为

百姓带来好光景。 经济日报记者李景录 摄

本报讯 （记者
余书福）5 月 18 日，

由省委网信办指导、

赣州市委网信办主

办的“江西是个好地

方——红动赣州”网

络主题推介月采访

活动启动。举办该

活动旨在全网掀起

宣传赣州、关注赣

州、点赞赣州的热

潮，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营造浓厚氛围。

18 日至 20 日，

为期三天时间里，

由人民网、新华网、

央广网及网络名人

等组成的媒体采访

团，将走进赣州经

开区、瑞金、于都、

大 余、信 丰 采 访 。

各网络媒体将充分

运用新媒体渠道，

积极发挥网上影响

力，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用

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聚焦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赣州两周年来，

赣州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涌现的先

进典型，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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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王潍）
“请放心，您反映的问题我已

全都记下，回去就向相关部

门 反 馈 ，争 取 早 日 帮 您 解

决。”5月 12日，在章贡区江南

宋城文化旅游区，该区宣传

部干部曾镜明的热情服务赢

得了商户的点赞。连日来，

章贡区开展”学党史 办实

事 优环境 促发展“活动，该

区 4100 多名机关干部深入全

区近 8.2 万家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察实情、解难题，打造

“四最”营商环境，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章贡区按照属

地原则把全区 8.2 万家企业、

个体工商户划分为 10 个责任

片区，并分配到全区干部进

行帮扶纾困，着力解决一批

制约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提升全区营商环境便利度和

满意度。在帮扶中，该区干

部定期主动上门联系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为他们开展政

策宣讲，发放服务联系卡和

公开信，走访收集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亟需解决的困难问

题，能现场解释或答疑的现

场解答，不能现场解答的按

照问题复杂程度逐级上报予

以解决，确保件件有落实，件

件有反馈。对服务热线中收

集的问题，当日派发给职能

部门，能即时办理的在 24 小

时内进行处理和反馈，不能

即时办理的相关部门在 5 个

工作日内做出处理意见并报

营商办，由营商办协调相关

部门共同解决。

据悉，该区还专门成立了

5 个工作督察组，对因联系服

务、问题解决不到位破坏营商

环境的行为进行追责问责。

该区还对各单位问题发现数

量、问题解决效率及其挂点企

业政策知晓率进行考核排名，

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内容。

本报讯（特约记者刘经
从）5月16日，赣州市中小企业

发展促进中心在赣州创业大

学举行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党校科研处主任、教授胡

宗洪作《从红船启航到建党百

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历程与启示》专题报告，赣州

创业大学 2021 年成长型中小

企业高管研修班全体学员聆

听了报告会。

胡宗洪从深入了解百年

党史的光辉历程、深入把握百

年党史的辉煌成就、深入领会

百年党史的现实启示等三个

篇章进行讲授。他结合自己

对党史的深入研究与独特体

会，以详尽的史实、鲜明的观

点、精辟的语言、鲜活的故

事，向全体学员阐述了中国

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艰辛历

程，总结出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忠诚为民、敢为人先的红

船精神。专题报告内容深入

浅出、内涵丰富，对进一步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学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创业路上将认真学习党的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听

党话跟党走，积极融入和参与

“十四五”经济社会建设，在做

大实体经济上作贡献，在创新

发展上当先锋，积极弘扬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

神，把企业做优做强，以实际

行动加速我市中小企业快速

发展，在振兴发展的道路上贡

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章贡区：千名干部进万企 解难纾困优环境

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举行专题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