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温云高冤2018年江西省
青少年摔跤锦标赛于日前落下帷幕袁 瑞金
体育局青少年儿童体校摔跤队运动员在本
次比赛中奋勇拼搏袁获得优异成绩院运动员
陈梦自由女甲 48kG第一名袁 沈立峰获自
由男丙 74+KG第二名袁 许芸获自由女甲
59KG第二名袁罗宇翔获古典男乙 50KG第
二名袁毛晨宇尧朱慧君尧谢健超尧杨阳扬尧杨
浩等运动员均获得相应级别较好名次遥

瑞金体育局青少年儿童体校摔跤队成
立于 2004年袁其中摔跤运动员主要为瑞金
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尧六中学校学生遥
2017年在安远举行的赣州市青少年国际
式摔跤锦标赛中袁 瑞金代表队共获 7枚金
牌 11枚银牌 2枚铜牌团体总分第二名优
异成绩曰2017年江西省摔跤锦标赛瑞金市
运动员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袁 运动员陈
梦尧许芸尧朱慧君获得相应级别冠军袁邓中
瀚尧刘意尧罗宇翔尧邓林臣尧严亮尧毛晨宇尧钟
嘉等运动员也获得相应级别较好名次遥

7 月 30 日至 31
日袁新疆阿克陶县民
族中 尧 小学生一行
180人在我市开展赣
陶两地青少年野手拉
手冶融情实践夏令营
活动遥 阿克陶学生去
到红井旧址群尧二苏
大旧址尧叶坪旧址群
参观袁并同瑞金本地
的学生一起开展了
丰富有趣的联谊活
动袁赣陶两地学生在
活动中建立了深厚
友谊遥 图为活动现场
场景遥

本报记者郑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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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袁 市委第一至第四巡察组于
2018年 7月 30日至 2018年 9 月 14 日对市委农工部
渊含新村办冤尧市交通运输局尧市教育局渊含教师进修学
校冤尧市卫计委尧市人社局渊含市社保局尧市劳动就业局尧
市农保局和市劳动监察局冤尧市民政局渊含市福利院尧市
烈士馆冤尧市扶贫和移民办尧市医保局尧壬田镇尧叶坪乡尧
黄柏乡尧谢坊镇等 1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遥 其
中袁对市医保局同时开展巡察野回头看冶曰乡镇延伸巡察
至野十三五冶野十二五冶贫困村袁黄柏乡的龙湖村尧向阳

村尧太坊村尧黄坑村尧凯丰村尧合溪村袁壬田镇的长胜村尧
洗心村尧桥岭村尧横坑村尧中潭村尧凤岗村尧柏坑村尧沙下
村袁谢坊镇的乐村村尧旋龙村尧瓦子村尧新民村尧安背村尧
塘背村袁叶坪乡的朱坊村尧禾仓村尧山岐村尧大胜村尧合
龙村尧仰山村尧马山村尧洋坊村尧岭脑村尧田背村尧黄沙
村尧寨下村尧下罗村遥 按照巡察职责袁市委巡察组主要受
理反映被巡察单位渊乡镇冤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尧下一级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
来电来访袁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尧组织纪律尧廉洁

纪律尧群众纪律尧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遥 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袁将按规定
由被巡察单位渊乡镇冤和有关部门处理遥 欢迎广大党员尧
干部尧群众向市委巡察组如实反映有关情况和问题遥

特此公告
附件院六届瑞金市委第三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中共瑞金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7月 30日

六届瑞金市委第三轮巡察公告

组别 负责人被巡察单位渊乡镇冤巡察时间 联系电话渊接听时
间院8:30-18:00冤 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

市委巡察组
联系箱设置地点

信访接待点

市委第
一巡察
组

朱云生

市民政局渊含福利
院尧市烈士馆冤 7月 30

日至 9月
14日

19979739232 rjswd1xcz@163.com绵水路 156号信箱
民生保障大楼 1楼大门口 民生保障一楼大厅

市医保局 民生保障大楼 1楼大门口 民生保障一楼大厅
壬田镇 壬田镇政府大院门口 壬田镇政府一楼综治办办公室

市委第
二巡察
组

钟北京

市人社局渊含市社保
局尧市劳动就业局尧市
农保局和市劳动监察

局冤
7月 30
日至 9月

14日
19979739233 rjswd2xcz@163.com绵水路 156号信箱

民生保障大楼大院门口 民生保障大楼一楼大厅

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通运输局大院门口 市交通运输局一楼
谢坊镇 谢坊镇政府门口 谢坊镇金祥大酒店 8616房

市委第
三巡察
组

陈功跃

市教育局渊含教师进
修学校冤 7月 30

日至 9月
14日

19979739235 rjswd3xcz@163.com绵水路 156号信箱
市教育局大门左侧 市教育局一楼原行政调解室

市卫计委 市卫计委大门西侧 市卫计委 211办公室
叶坪乡 叶坪乡综合文化站楼梯左边墙上 叶坪乡综治中心一楼第 2个房间

市委第
四巡察
组

郭茂平

市委农工部渊含新村办冤 7月 30
日至 9月

14日
19979739231 rjswd4xcz@163.com绵水路 156号信箱

公务大楼大门口右侧 公务大楼 1021办公室
市扶贫和移民办 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大楼门口 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大楼四楼西头办公室

黄柏乡 黄柏乡计生办门口 黄柏乡计生大楼一楼

六届瑞金市委第三轮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今年 2月 ,63岁的郑州市民田先
生到河南省社会保障局打印自己的
养老信息表时发现, 自己的性别一栏
竟然变成了野女冶遥为此,他多次往返于
单位和省社保局遥 5个多月时间没有
任何进展, 为领取补助而进行申请的
过程也一直被耽搁遥 7月 30日上午 ,
田先生告诉记者,野没想到报纸发出当
天上午 ,性别就改过来了 ,感谢叶大河
报曳冶(7月 30日叶大河报曳)遥

田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 明明是
男性却被误写成女性, 而长时间不能
更正这种错误信息无疑是心头一患遥
不过, 媒体报道当天有关部门就将其
性别更正过来了,是纯属巧合,还是因
为媒体曝光, 估计只有涉事部门最清

楚遥 即便是巧合,也会让人浮想联翩遥
因为,有些事情难解决,不是真难而是
以各种理由搪塞办事群众曰而媒体曝
光后,有些干部怕影响形象,更怕波及
领导的乌纱帽,所以才迅即改过遥

性别信息难改吗? 在记者的 野陪
办冶过程中,野一个原则冶卡住了性别信
息更改,即工作人员的解释野我们是公
对公,不管什么业务,有什么问题你可
以向上反映, 目前我们的办事流程和
工作原则就是这样遥 冶也因此,不管田
先生如何向其证明自己的性别身份 ,
均被这一野工作原则冶挡回去遥 而这样
的原则的确称得上是奇葩遥

其实 ,类似的野奇葩原则冶还有这
样的情况,一方面,办事机构需要某单

位出具相关证明曰另一方面,涉事单位
按规定却不给开具遥如此之下,就将办
事群众夹在了中间, 只能逼办事群众
来回求人尧 四处跑路甚至求助媒体遥
从中也不难发现,一经媒体报道后,一
些再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遥可见,这
些野奇葩原则冶根本就站不住脚遥

群众办事路上奇葩证明与奇葩
原则一个也不能要遥而这些,需要的正
是相关部门认真对待群众的诉求 ,改
善一切不合理尧不合时宜的证明与原
则遥 同时,更不能患上媒体曝光野依赖
症冶,毕竟,媒体的能力有限 ,不可能帮
助到所有人, 媒体的职责终归是舆论
监督, 而真正要改过还须靠涉事部门
给力遥

本报讯 渊记者郑薇冤2018年上半年袁
我市紧紧围绕打造国际知名红色旅游目的
地和全国红色文化旅游野一线冶城市的目
标定位袁不断推进旅游重点项目建设尧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尧创新宣传营销模式尧创
新发展红色教育培训尧 深入推进体制改
革尧提升行业发展整体水平袁有力地推动
了全市旅游产业健康尧稳定尧快速发展遥
记者了解到袁2018 年 1 至 6 月份袁我市接
待游客 672.2 万人次 袁 同比同比增长
32.6%曰 旅游收入 31.34 亿元袁 同比增长
58.9%袁均创下历史新高袁旅游经济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遥

2018年江西省青少年摔跤锦标赛落下帷幕

红都健儿获佳绩

我市上半年接待游客 672.2万人次

不能让“奇葩原则”成群众办事拦路虎
阴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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