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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袁 市委第一至第四巡察组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对市城投集团公司尧
市委统战部渊含市民宗局尧市侨办冤尧市侨联尧市工商联尧瑞
金中等专业学校尧瑞金一中尧瑞金二中尧瑞金三中尧瑞金四
中尧丁陂乡等 10 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曰对市教科体局渊含
市教师进修学校冤尧市住建局渊含原市人防办冤等单位党组

织开展巡察野回头看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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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来电尧
来访袁重点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尧省委尧赣州
市委尧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的责任问题尧腐败问题尧
作风问题,违反党的野六项纪律冶尧搞野七个有之冶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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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有关进驻情况公告如下院
中共瑞金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5 日

六届瑞金市委第七轮巡察公告

市委第一至第四巡察组进驻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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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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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金二中 2019 年 11
月 4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9979739232 rjswd1xcz@
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

信箱

瑞金二中校门口 瑞金二中齐贤楼一楼

瑞金三中 瑞金三中校门口 瑞金三中教研楼一楼

瑞金四中 瑞金四中逸夫楼西侧临时通道口 瑞金四中德馨楼一楼

市委
第二
巡察
组

钟北京

市委统战部
渊含市民宗局尧市侨办冤 2019 年 11

月 4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9979739233 rjswd2xcz@
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

信箱

公务大楼 10 楼电梯口北侧 公务大楼 1021 室

市侨联 公务大楼 12 楼西侧楼梯口 公务大楼 1015 室

市工商联 公务大楼 2 楼西侧楼梯口 公务大楼 1003 室

市委
第三
巡察
组

陈功跃

瑞金一中
2019 年 11
月 4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9979739235 rjswd3xcz@
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

信箱

瑞金一中南门口和图书馆门口 瑞金一中图书馆一楼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大门口

和 B 栋宿舍后面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第一综合楼二楼

市教科体局
渊含市教师进修学校冤 市教科体局大门口 市教师进修学校办公楼一楼

市委
第四
巡察
组

郭茂平

市城投集团公司 2019 年 11
月 4 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9979739231 rjswd4xcz@
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

信箱

城西工行后门入口处 城西工行办公楼 905 室

丁陂乡 丁陂乡政府门口 丁陂乡政府一楼纪委办公室

市住建局
渊含原市人防办冤 市住建局办公楼大门口 市住建局办公楼 103 室

瑞金机场尧瑞梅铁路尧长赣铁路
项目调度会在我市召开

增强紧迫感
力争早开工

胡雪梅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11 月 7 日袁瑞金
机场尧瑞梅铁路尧长赣铁路项目调度会在我
市召开遥 赣州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胡雪梅
主持并讲话遥 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建明袁我市领导曾宪柏尧刘剑平等参加遥

会上袁 我市汇报了瑞金机场建设情况
及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袁 赣州市铁办汇报
了瑞梅铁路尧 长赣铁路建设情况及需要协
调解决的问题袁 赣州市直有关单位对所涉
及的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遥

胡雪梅在讲话中要求袁 要更加重视袁
强化领导袁强化责任袁全力以赴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曰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袁明确
时间节点袁倒排工作时间袁争分夺秒袁加快
推进落实各项目前期工作袁 该向上对接
的袁要迅速行动袁马上就办曰在推进过程
中袁要统筹兼顾袁能够先做的袁要先开展袁
能够并联的程序袁要同步开展袁涉及各部
门的责任袁要各负其责袁抓好落实袁确保项
目尽早开工建设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11 月 7 日袁
赣州市县渊市尧区冤常务副县渊市尧区冤长
会议在我市召开袁总结前三季度经济
运行情况袁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
作及当前有关重点工作遥 赣州市委常
委尧常务副市长胡雪梅主持并讲话遥

会上袁赣州市统计局尧发改委尧

财政局等部门作了发言袁 布置了相
关工作袁各县渊市尧区冤汇报了前三季
度经济运行情况和做好第四季度经
济工作的打算遥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袁 胡雪梅
作了总结讲话遥 她要求袁要客观分析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袁 科学看待

野总体平稳尧进退并存尧喜忧参半冶的
总体态势曰 要理性审视经济运行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袁 既要看到取得
的成绩袁 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曰 要咬住目
标任务袁坚定信心尧攻坚克难袁奋力
冲刺全年目标任务遥

赣州市县渊市尧区冤常务副县渊市尧区冤长会议在我市召开

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胡雪梅主持并讲话

荨近年来袁 黄柏乡直坑村大力发
展脐橙产业袁 成立了金橙果业等 3 个
专业合作社袁 组织 500 多户农户共种
植脐橙 6000 多亩袁 其中 81 户贫困户
通过种植脐橙脱贫致富遥 图为近日金
橙果业合作社精品脐橙吸引商家和游
客驻足品鉴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