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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赣州市档案科技服务中心的公告
根据《中共赣州市委办公室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赣州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赣市办发〔2021〕1 号）文件精神，撤销赣州市档案科
技服务中心。现声明该单位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3607006984918320）作废。

赣州市档案馆
2021年4月28日

减 资 公 告
定南县利丰仓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83431850436）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4300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 100 万
元人民币，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定南县利丰仓储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7日

遗 失 声 明
▲ 赣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发 注 册 号 为 ：

3621001003127（江西省赣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黄金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赣州蓉江新区征收搬迁办公室发证号为：赣开
A01157（邹征意）失地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接1版）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说，这

两年尤为忙碌，经常一天要讲解六七场，虽然很辛苦，

但作为红军后代，每讲一场都感觉心灵受到了一次新

的洗礼，心中激荡起感恩奋进的无穷力量。

两年来，于都县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

个来之不易”“四个不能忘记”的重要指示，开发出 8条
红培研学路线，打造了 30 个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

点，并形成独特的“六个一”红色教育长征品牌，即：一

个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一首《红军渡 长

征源》歌、一堂微党课、一支长征源合唱团、一支长征

源宣讲团、一群小红星讲解员。通过创新传承形式，

赓续红色基因。

2020 年，该县红色旅游总接待人数达 733.2 万人

次，红色旅游收入 61亿元。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于都的红色旅游呈井喷式增长，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了源源活力。

幸福生活节节高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促互生。要把乡村振兴起

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要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的精神

风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让乡

亲们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于都人民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在梓山镇潭头村视察时的这番嘱托。

两年来，该县按照乡村建设“四精”理念和“五美”

要求，已打造出 89个乡村振兴示范点。今年“五一”假

期，各个乡村振兴示范点游客爆棚。游客们在梓山镇潭

头村品富硒蔬菜，到祁禄山红军小镇悟党的初心，赴岭

背镇金溪村黄金潭社区游自然山水，至段屋乡寒信村赏

非遗文化，往禾丰兰花小镇看百花争艳……

5 月 15 日，记者走进梓山镇潭头村，只见村中游

人如织，孙观发家更是门庭热闹。孙观发说，两年来，

进他家参观的游客每天一拨接一拨，家中的 4 间民宿

客源不断。他给记者“晒”了一下家庭收入：2018年 7.3
万元、2019 年 19 万元、2020 年 22 万元。说起生活的变

化，孙观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住农家屋、吃富硒菜、观田园景……游客纷至沓

来，村民入股办起了富硒食堂，一间间闲置的民房改

成了民宿。潭头村党支部书记刘连云告诉记者，仅 5
月 14日一天，富硒食堂就有 800多名游客用餐，收入近

2万元，到了节假日更是火爆。

乘游船、赏江景、吃鲜鱼……5 月 16 日，被誉为于

都“小桂林”的岭背镇金溪村黄金潭社区，车来人往，

热闹非凡。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落，曾是“养在深闺

人未识”，经过精心打造，如今成了乡村旅游热门景

点。该社区负责人钟建华说，今年“五一”假期共计

接待游客 11 万人次。村民陈海、李建群靠卖饮品，最

多时一天各有两三千元入账。村中的菜农，原来要把

蔬菜运到县城销售，如今“富硒”品牌叫响了，游客上

门来买或自行采摘。鲜明的反差，让村民们直呼“做

梦都没想到。”

创新建设新时代“五美”乡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协

同发展，是于都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乡亲们

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嘱托的生动实践。

323 国道改道，让于都出城的东西走向多了条快

速通道；高铁的开通，让于都到周边城市的距离进一

步缩短；在建的于都河大桥，将使往返贡江两岸更加

便捷……如今，交通畅了、环境美了、产业兴旺了，漫

步于都城乡，处处和谐秀美、欣欣向荣，百姓生活就像

“芝麻开花节节高”，幸福的成色越来越足。

多元产业齐发力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视

察时叮嘱：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

这个“硒望”，让人振奋——

硒是人体中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抗氧

化、增强人体免疫力、调节蛋白质合成等功能。中国

硒分布不均匀，约 72%的国土面积缺硒。经检测，于都

土壤表面硒含量达 0.328 毫克/公斤，高于全国土壤平

均含硒量 13%，全县耕种富硒土壤约 546 平方公里、潜

在富硒土壤约 478 平方公里。践行总书记的这一嘱

托，于都有底气、有信心，更有决心。

两年来，该县依托富硒资源优势，大力抓好蔬菜

产业招商，先后引进十余家省外龙头企业，推动建设

了一批规模蔬菜基地。截至目前，累计建成段屋、梓

山、禾丰等多个千亩以上富硒蔬菜产业园，在全市率

先实现所有乡镇均有集中连片 300 亩以上大棚蔬菜

基地的目标。

随着于都富硒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富硒产品销

售也由赣州本地扩至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西经

济区。借助赣州国际陆港中欧班列，于都还将富硒蔬

菜、富硒大米、富硒脐橙远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及地区，成功走向国际市场。

为进一步普及用硒知识、打响富硒品牌，5 月 15
日，全国第三座硒博馆在于都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落

成开馆。未来几年，该县将重点打造三江六岸富硒农

业产业聚集带、富硒科技创新核、富硒蔬菜产业、富硒

果业、富硒稻米、富硒油料等十大“硒望”工程。

这个目标，让人豪迈——

将服装产业发展目标定为 20万从业人员、1000亿

元年产值，把于都打造成为具有强大弹性智造能力和

国内外品牌订单承接能力的供应链基地。

围绕这一目标，该县着力招大引强、培育龙

头，现有纺织服装规上企业 107 家，各类纺织服装

企业近 3000 家，2020 年全行业产值达 525 亿元。

于都，先后捧回了中国品牌服装制造名城、全国纺

织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全国纺织服装产业十大特

色产业集群、全国纺织服装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

“国字号”荣誉。

近两年，中国服装论坛高端制造与设计协同创新

峰会连续在于都举办，首届中国（赣州）纺织服装博览

会也由于都承办并获圆满成功。盛会连台，为于都铺

设起开放合作的桥梁；宾客汇聚，为于都经济发展注

入强大活力。

这个突破，让人乐道——

便捷的交通、良好的营商环境、丰富的生态资源，带

动了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江西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训

练基地落户于都，为该县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该基地总占地面积 2942 亩，总投资约 19.5 亿元。

规划有滑雪、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等多项

体育运动场地设施。项目所在地贡江镇金桥村，位于

梅江、澄江、贡江三江交汇处，距离县城中心约 6公里，

地理位置独特。于都人民对这个体教融合的新兴产

业，充满期待。

富硒、服装、体育，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联袂发力，

为于都推进高质量发展摁下了“快进键”。

征程万里风正劲，使命千钧再奋蹄。两年来，在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于都人民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

恩之情、拥戴之情，转化为加快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

用实干点燃激情，以笃行续写华章，一步步把总书记

擘画的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奋楫笃行续华章

（上接1版）
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是一个有着 700多年

历史的赣南小村落，小村里绿树成荫，清渠净水汇入一

方方池塘。走进村民孙观发家里，习近平总书记与他们

一家亲切交谈的照片就摆在正厅。

2019年 5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考察。

在孙观发家里，总书记从前厅走到后院，从厨房走到卧

室，看到厨房里有米有油，卫生间也很干净，连声说“好”。

前些年，孙观发的妻子患病，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2018年，村里通过医疗救助、发展太阳能等方式给予帮助，

孙观发一家已经脱贫，年收入有7万多元。这两年，孙观发

又在村里开起了民宿和小超市，流转了4亩多土地给旅游

开发公司，家庭收入超过了20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苏区老百姓过上了好

日子。”孙观发笑呵呵地说。

“产业发展好了，老区振兴就能持续发力”

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绵延成片，像

涌动起伏的海浪，大棚内，一株株丝瓜正开花挂果，整

齐地攀援在架子上。

“我是这个大棚的管理员，一个月有 2700元工资，

家里还种了 10 亩丝瓜、10 亩辣椒，一家人一年有十几

万元的收入。”脸上洋溢着笑容，村民郭月华手不停

歇，熟练地挥动剪刀，修剪着枝叶。

2017 年，梓山镇举全镇之力，流转 9 个村 3200 户

群众 8600 亩土地建成富硒蔬菜产业园。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考察时强

调，“共产党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党中央想的就

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后日子会更好！”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备受鼓舞。产业园的知名度

提升了，原来是我们找市场，现在是市场找我们。”梓

山镇党委书记江文元表示，今年 95%的大棚种上了果

蔬，预计年产果蔬 4.5 万吨，可以带动周边 2000 多户村

民增收，户均增收 1.3万元。

“得益于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的示范带动作用，

全县的蔬菜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于都县农业农村

局经作办主任欧阳天泉介绍，2020 年末，于都县 50 亩

以上规模蔬菜基地 109 个，总面积 4.5 万亩，全县蔬菜

综合产值达 30亿元。“产业发展好了，老区振兴就能持

续发力，加快推进。”欧阳天泉说。

江西，这片红色的热土，正在掀起发展特色产业的热潮。

细雨中，走进井冈山古田村，房屋鳞次栉比。墙

面上，画着各类红色故事宣传画；研旅基地训练场上，

数十名外地学员正穿着红军服，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路旁的摊位上，摆放着村民们自制的工艺品、土特产；

村头食堂里，妇女正忙着为学员准备午餐……

“古田村多年来产业发展一直是难题。”土生土长

的古田村人、井冈山古田研旅基地主任谢炎军表示，

“2016 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的意见》，给我们带来了机会和灵感。2019 年，我

们回村投资建设这个研旅基地，主打红色研学。”

目前，基地已完成红军街特色区、住宿生活区、教学

体验区等三区建设，建成精品民宿 71栋，接待床位 626
张。“现在全村都吃上了旅游饭，基地可吸纳 100余名村

民就地务工。农户每接待一名学员吃住，每天可获纯利

25元左右。”谢炎军满怀信心，“今年1—4月，基地已接待

游客5万多人次，预计全年接待量将达到15万人次。”

古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玉荣说：“通过

这种研旅形式，我们不仅要让老区人民增收得实惠，

还要让更多人了解党的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更加坚信跟着共产党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以精品民宿为抓手，井冈山市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发

展，努力构建“山上引领山下、山下支撑山上”的旅游发展

新格局，累计建成民宿点22个，新增接待床位6000余张。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郁郁葱葱。

“在一排排烈士姓名背后，镌刻着两个大字——

青春。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时 22岁，红四军第

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牺牲时不到 30岁，红四军参谋长王

尔琢牺牲时 25 岁……”讲解员章婧向前来瞻仰的游客

动情地介绍。

青山有幸埋忠骨，无字碑上铸英魂。两年零四个

月的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有 4.8 万余人，其

中有名有姓的仅有 15744人。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

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

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

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

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

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

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红色是井冈山的底色，井冈山保存完好的

革命旧址遗迹有 100 多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 22处，处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哎，八角楼的灯光通通

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哪，照亮中国革命万

里程。”八角楼的灯光早已为人们熟知，毛泽东同

志当年住室里的桌、床、凳等原物得到了妥善保

护。同样在八角楼革命旧址群，过去红军宣传队

在墙上写下的标语，至今仍能清楚地辨认。

于都，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中央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介绍了一组数

字：“苏区全盛时期，于都总人口达到了 34 万

人，长征主力部队和留守苏区的部队转移之后，

于都的人口只剩下 17万。”

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

出，“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

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

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我们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走访慰问

机制，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保障体系，在村里

配备专人，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烈士后代解决生活

上的问题。”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黄冬民介绍。

大力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出台以

来，大到经济社会发展，小至村民衣食住行，都发生了

喜人变化。2020年，赣南革命老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讲好党的故事、传

播红色文化方面下功夫，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做到饮水思源。”钟敏说。

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上接1版）展现赣南儿女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

精神和长征精神，感恩奋进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的火热实践。聚焦赣州丰富的红色历

史、自然资源优势和人文景观，深入挖掘赣州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等方面的特点亮

点，全面展现建党百年来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取得

的显著成就。

18 日上午，媒体采访团来到赣州经开区，走

进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赣州立德

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了解两家企业的科技

创新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18 日下午，媒体

采访团先后来到瑞金市叶坪乡“一苏大”旧址、叶

坪乡黄沙村华屋组和沙洲坝红井景区、“二苏大”

旧址，采访当地的红色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情况。

“江西是个好地方——红动赣州”网络主题推介月采访活动启动

转版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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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蒙自市芷村镇白石岩村委会查尼皮村

的一间茅屋前，80 岁高龄的李培忠老人静静地站立了

很久。“93 年前，就是在我爷爷家里，他们召开了一次

了不起的会议。”李培忠说。

李培忠所说的他们是指吴澄、陈家铣、杜涛、杨达

经、张舫等 17位出席中共云南一大的共产党员。他的

爷爷则是这间茅草屋的主人、查尼皮村最先入党的共

产党员李开文。

“老马灯”点燃革命火种

推开茅屋的木门，只见墙上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依然鲜艳。除此之外，一张木桌、几条木板凳、一个

火塘、一盏马灯，便是会场的全部设施。置身于此，记

者仿佛穿越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中国共产党

那段铭刻在历史中的永恒记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 1928
年 1 月开始，云南地方实力派加大对共产党组织的镇

压，杀害了共产党员赵琴仙、陈祖武、罗彩 3人，组建不

到一年的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面临严峻的考验。

关键时刻，云南省特委根据 1928 年 5 月《中央致

云南临委信》要求，决定在查尼皮村召开中国共产党

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选择在查尼皮村召开会议并非偶然。蒙自市委

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科科长张荣贵介绍，查尼皮地处

深山密林，便于隐蔽，并且靠近滇越铁路，交通比较方

便，最重要的是群众基础好。1928年 5月，共产党员黄

明俊到查尼皮村开展工作，创建了党在云南少数民族

山区的第一个支部，在附近十几个村子发展党员 80余
人，建立党支部 20 个，发展农协会员 800 余人，建立了

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游击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928年10月13日，在昏暗的马灯下和低沉的《国际歌》歌

声中，17名年轻人肃立在火塘周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

南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

案》等4项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

这是自 1926 年 11 月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建立以来

召开的首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并被中共中央确认，

这在早期中共省级组织史上是少有的。一盏“老马

灯”的耀眼光芒，点燃了红土高原上的革命火种，燎原

了云南武装斗争的历史天空。

“新马灯”照亮小康生活

93 年过去了，隐藏山间的茅草屋依然向世人诉说

着红色故事。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查尼皮被评为首批

“中国红色地标”。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一拨又

一拨，在这里举行瞻仰先烈、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

查尼皮村党支部书记杨伟介绍，现在，村里相继

完善了基础设施，66 户 287 名村民靠红色旅游、生姜、

水果种植脱了贫，人均纯收入达 15000 多元，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高云淡，碧空如洗。查尼皮村后的山坡上，郁

郁葱葱的樱桃树上挂满了“玛瑙红”。村民李水龙正

在自家的 40亩樱桃园里忙个不停。

“从 4 月 1 日开园以来，每天都有上百人来采摘，

最多时达 500 多人，一天最高收入有 3 万多元。”李水

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距离中共云南一大会址一步之遥的崭新楼房，是革

命先驱李开文的孙子孙媳李培忠和徐会英的家。他们的

孙子、20岁的李吴杰经常坐在院子里听爷爷奶奶讲过去

的故事。

93年前，“老马灯”点燃了革命火种。93年后，“新

马灯”照亮了老区百姓的幸福美好新生活。

中共云南一大点燃了红土高原革命火种，铺开了解放云

南的光明大道，是云南革命斗争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昔日“隐密会场”，今朝美丽村庄。置身于查尼

皮，总感受到一种力量在升腾。这是一种红色的力

量，一种向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党史证明，只

要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就会无往而

不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是

胜利之本，在和平年代同样是胜利之本。 （满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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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高原上的“红色地标”
□红河日报记者杨会国

依靠群众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