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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根
据赣州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部署袁3 月 21 日至
4月 30日袁 赣州市委第三巡察
组进驻瑞金市袁 对瑞金经开区
党工委开展常规巡察袁 对瑞金
市公安局党委尧 瑞金市法院党
组开展提级巡察遥 6月 6日袁中
共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瑞
金市人民法院党组情况反馈会
在瑞金市人民法院会议室举
行遥法院干部职工尧服务对象代
表及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参加
会议遥

中共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
副组长李小平传达学习李炳军
同志近期关于巡察工作的讲话
精神袁 组长黄厚祝代表巡察组
反馈巡察发现的问题袁 提出整
改意见建议曰 中共瑞金市委书
记许锐代表瑞金市委讲话袁赣
州市委巡察办副主任赖传涛代
表赣州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讲话遥瑞金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
记刘晓龙参加会议袁 瑞金市法
院党组书记尧 院长温金来主持
并代表法院党组就抓好巡察整
改作表态发言遥

许锐在反馈会上讲话时要
求袁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把巡
察整改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政
治任务袁从思想认识上找原因尧

在责任落实上找差距袁 以更高
的政治站位尧更强的责任担当尧
更实的工作举措袁 切实抓好巡
察反馈问题整改遥 要压实责任
抓整改袁 切实增强抓好巡察整
改的思想自觉尧行动自觉袁做到
真查真改尧立行立改遥

许锐强调袁 要坚决扛起巡
察整改主体责任袁 认真组织研
究确定巡察整改工作的重点任
务袁细化任务分解袁出台整改方
案袁 逐项明确问题整改的任务
书尧路线图尧时间表袁层层传导
压力尧层层压实责任袁确保巡察
组反馈的每一条意见尧 每一个
问题袁 都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
位遥 同时袁要坚持举一反三尧标
本兼治袁既要有野当下改冶的举
措袁也要有野长久立冶的机制袁做
到解决一个问题尧 完善一项制
度尧堵塞一个漏洞袁不断扎牢制
度笼子袁 从源头上堵塞滋生问
题的漏洞遥

许锐指出袁 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袁 不断
提升司法服务水平袁提供更加优
质的司法服务袁攻坚破解执行难
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遥 要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加
快涉黑涉恶案件审理进度袁加大
打财断血和打伞破网力度袁最大

限度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袁实
现野黑恶积案清零尧问题线索清
零冶目标袁为瑞金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的司法答卷遥

瑞金市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尧 院长温金来在表态发言时
说袁对巡察反馈的问题袁瑞金法
院照单全收尧 全部认领并深刻
反思尧全面整改袁把巡察反馈问
题的整改当作一次自我净化尧
自我纠偏尧自我完善尧自我提升
的重要契机遥 要始终以最严肃
的态度尧最严格的要求尧最严明
的纪律尧最务实的作风袁坚持问
题导向袁聚焦病灶袁对症下药袁
力戒整改工作出现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倾向袁 确保问题全部
整改到位遥 要把落实整改与开
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教育结合起来袁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袁传承红色基因袁坚
持发扬苏区精神袁 引领全院干
警守初心尧担使命袁找差距尧抓
落实遥 要坚持把落实整改与提
升群众满意度工作结合起来袁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司法为民举
措袁 推进审判执行质效与人民
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内心评价高
度契合起来袁 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起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遥

本报讯 渊记者周建云冤根据赣州
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袁3月 21日至 4月 30日袁 赣州
市委第三巡察组进驻瑞金市袁 对瑞
金经开区党工委开展常规巡察袁对
瑞金市公安局党委尧 瑞金市法院党
组开展提级巡察遥 6月 6日袁中共赣
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瑞金经开区
党工委情况反馈会在瑞金经开区会
议室举行遥 经开区干部职工尧服务对
象代表及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参加
会议遥

中共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副组
长黄玉鹏传达学习李炳军同志近期
关于巡察工作的讲话精神袁 组长黄
厚祝代表巡察组反馈巡察发现的问
题袁提出整改意见建议曰中共瑞金市
委书记尧 瑞金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许
锐代表瑞金经开区党工委就抓好巡
察整改作表态发言遥 赣州市委巡察
办副主任赖传涛代表赣州市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讲话遥 经开区领导罗
林生参加会议遥

许锐在表态发言时说袁 瑞金经
开区党工委对赣州市委第三巡察组
反馈的问题袁全部认领尧照单全收袁
并把每一个问题都当成 野必答题冶袁
不折不扣落实好整改责任袁 确保问
题整改全面到位遥

许锐要求袁 要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袁 充分认识巡察反馈问题的重要
性袁以野刮骨疗毒冶决心抓好整改遥 要
充分认识到袁 巡察反馈问题为我们
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
育夯实了基础遥 要充分认识到袁巡察
反馈问题为我们争先进位提供了动
力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尧更强的责任
担当尧更实的工作举措袁切实抓好巡
察反馈问题整改遥

许锐指出袁要强化担当袁坚决抓
好巡察问题整改袁坚持问题导向袁强
化整改落实的责任担当袁态度坚决尧
一着不让尧善始善终地抓好整改遥 对
巡察组指出的问题袁 一项一项列出
清单袁逐条逐条进行研究袁明确野时
间表冶野路线图冶和野责任人冶袁确保巡
察组反馈的每一条意见尧 每一个问
题袁都不折不扣整改到位遥 要突出系
统整改袁传导压力整改遥 要举一反三
抓整改袁建立预警机制袁坚持防微杜
渐袁对问题整改工作进行野回头看冶袁
防止整改不彻底不落地袁 防止类似
问题再次发生袁 及时把各类问题消
除在萌芽状态遥

许锐说袁 要将巡察整改作为前
进的动力袁以整改促提升袁加快推进
经开区改革和创新发展袁 奋力迈开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步伐遥 要压实党
建责任袁打造党建引领模范区袁大力
整治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和野怕尧慢尧
假尧庸尧散冶等作风顽疾袁锻造一流工
作作风袁 持续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遥 要坚持改革创新袁打造改革开
放先行区遥 加快推进经开区改革和
创新发展袁全面实行野市区合一尧各
有侧重冶的管理机制袁推进市区领导
班子成员尧部门负责人交叉兼渊挂冤
职袁深化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袁创新
投融资机制袁 强化经开区经济管理
职能袁 不断释放国家级开发区体制

机制活力遥 加快瑞兴于经济振兴试验区建设袁推动瑞兴于一体
化发展袁不断探索野一区多园冶发展机制袁当好瑞兴于经济振兴
试验区建设排头兵遥要注重集聚集约袁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区袁坚
持招大引强袁着力培育绿色食品首位产业袁加快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尧现代轻纺尧新型建材等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袁发展光电尧
电子信息等一批新兴产业遥 加快推进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袁全
面实施野亩均论英雄冶改革袁建立工业企业用地准入和退出机
制袁加大僵尸企业的清理袁将土地要素资源向优质项目尧企业倾
斜遥要优化营商环境袁打造投资创业引领区遥进一步强化经开区
招商引资尧企业服务尧科技创新等权能袁组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服务队专班袁做好企业服务野店小二冶遥 大力实施野降成本优环
境冶专项行动袁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建设尧招工尧融资等
难题遥 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纵深推进经开区野扫黑除恶冶专项斗
争袁坚决打击吃拿卡要尧强买强卖尧强揽工程尧阻扰施工等违法
违纪的行为袁打造政策最优尧成本最低尧服务最好尧办事最快的
野四最冶营商环境袁让瑞金经开区成为企业家投资创业福地遥

近日袁九堡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以 野携手家庭医生尧共
筑健康生活冶 为主题的宣传义诊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该镇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免费为群众健康体检尧进行糖尿病及高血
压筛查尧提供健康咨询等服务遥本次活动共计设置了 25个
宣传与义诊点袁发放宣传资料 1500余份袁截止目前为群众
免费健康体检 1651人次遥 朱群 本报记者邹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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