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执行工作更加高效
去年执行到位金额 7000万元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2019 年以来袁瑞金法院针对
当事人反映执行案件流转慢尧办案效率低问题袁打破常
规袁积极探索执行权集约化运行机制袁进一步发挥现有
人员的最大优势袁形成强有力的执行工作合力袁有效提
升执行工作效率遥 据统计袁 该院去年执行到位金额达
7000 万余元遥

2019 年袁瑞金法院的拍卖标的物达 173 件袁成交 52
件袁成交额 8977.81 万元袁溢价率 20.5%袁成交额在赣州
市排名前列遥 瑞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介绍袁为了满足人
民群众期待袁达到高效执行的目的袁瑞金法院专门设立
了执行事务中心遥

执行事务中心作为初次接待窗口袁 专门负责首次执
行案件立案前的执行事务及当事人基础信息采集核实尧
权利义务告知尧执行风险提示尧首次网络查控等一站式接
待服务工作遥 同时袁组建两个终本团队办理终本案件袁专
门办理案件终本后财产处置尧查人找物的相关事宜袁其中
一个为金融终本团队袁 专门与各大银行对接办理金融终
本案件遥 此外袁法院执行局还设立网拍组袁办理司法网络
拍卖事务袁灵活运用当事人议价尧定向询价尧网络询价方
式确定涉案财产处置参考价袁加快财产处置遥

瑞金法院还建立了野执行 110冶袁实行 24 小时值班
制度遥 野执行 110冶实行野三班倒冶袁24 小时值班袁接到申请
人的电话随时出击袁确保执行工作高效精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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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 月 7 日袁 瑞金火车站站前广场袁几
名园丁在栽种季节性花卉袁绿化美化环境遥
随着春节临近袁乘坐高铁尧动车来瑞金旅游
的游客和回家过年的市民越来越多袁 火车
站广场成为展现红都形象的重要窗口遥 近
期袁我市对广场环境进行全新打造袁带给旅
客全新感受遥 本报记者邓旋摄

1 月 7 日袁京都啤
酒有限公司易拉罐生
产线一片繁忙遥 据了
解袁 该公司正在实施
扩能技改项目袁 致力
打造年产 10 万吨啤
酒的现代化啤酒生产
企业遥 公司现有每小
时产 2 万瓶的啤酒生
产线 1 条尧 每小时产
9000 罐易拉罐啤酒生
产线 1 条尧每小时 120
桶扎啤线 2 条尧 每小
时 300 壶 鲜 啤 线 1
条袁扩能技改完成后袁
将大大提高产能袁增
加产品种类袁 满足市
场需求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阴本报记者崔晓燕

近年来袁我市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袁不断完善
社会救助体系袁实施残疾人就业增收尧技能培训尧文化教
育等一系列保障措施袁 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
平袁真正为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遥

野一站式冶服务解民忧
野市残联考虑到我出行不便袁 特地来家里为我办理

残疾证袁非常感激残联的工作人员遥 冶80 多岁的壬田镇
洗心村村民朱位棠拿着办理好的残疾证书开心地说道遥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份袁 市残联组建流动办证小组深入
全市 17 个乡镇为 600 余名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尧精
神病患者办理野第二代中华人民残疾人证冶遥 野每次下乡
前袁办证小组对办证设备都要进行安装和调式袁确保在
上门办证时正常运行遥 冶市残联兼职副理事长袁玉强介
绍道遥 市残联积极创新服务理念袁认真贯彻落实野放管
服冶精神袁由野被动冶变野主动冶袁采购了一批新的办证设
备袁成立一支流动办证小组袁将野窗口办证服务冶延伸到
乡镇尧家庭袁及时解决了重度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野办证
难冶问题遥

就业路子更宽广
野没想到我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袁 非常感谢党和政

府遥冶今年 63 岁的九堡镇密溪村农家书屋残疾人管理员
罗化明对现在的生活很是知足遥 近年来袁我市坚持分
散与集中相结合方针袁 以推进按比例就业工作为重点袁
多渠道尧多层次尧多形式推动残疾人就业遥 争取企业支
持袁举办了 6 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袁向恒吉集团尧银沙包
装厂等企业推荐贫困残疾人就业 300 多人次曰争取省政
府补助购买农家书屋残疾人管理员岗位 140 个袁共安置
残疾人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 700 多人(次)曰争取省政府
补助购买残疾人专职工作委员岗位 68 个袁 现正实施招
聘配备工作曰培植瑞林镇生态种养开发专业合作社成为
省野阳光助残创业就业示范基地冶袁获得了省残联扶持资
金 40 万元袁解决安置残疾人就业 17 人曰帮助瑞金市牧
蜂岗生态农业合作社申报赣州市野阳光助残创业就业示
范基地冶袁解决安置残疾人就业 16 人遥

民生保障是后盾
近年来袁我市一直把残疾人脱贫攻坚和生活保障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袁力促残疾人脱贫解困遥 全市建档立卡
残疾人贫困户有 4913 户 5505 人袁 截至 2019 年底已脱
贫 4804 户 5378 人遥 自 2015 年精准脱贫工作实施以来袁
已有 5269 名残疾人纳入低保尧 五保救助资助范围曰有
16531 人(次)重度残疾人由政府资助按最低档标准参加
了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曰 有 46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由
政府资助实施了危旧土坯房改造曰有 40 人(次)贫困残疾
中小学生和 23 人 (次) 残疾大学生享受助学补助金曰有
5269 名贫困残疾人享受了生活补贴袁 有 4520 名重度残
疾人享受了护理补贴曰有 679 名贫困残疾人享受了机动
车燃油补贴曰全市主干道都建有盲道袁有 290 户重度残
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设施改造遥

为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
要要要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纪实

道路运输春运工作动员会召开

盯关键环节 保安全畅通
本报讯 渊宋智丽 记者刘芬冤1 月 9 日上

午袁 我市 2020 年道路运输春运工作动员暨
重点运输企业集体约谈会在市交通运输局
召开遥 市交通运输局尧市公安交管大队及全
市各客运企业尧客运站场尧道路货运企业相
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各运输企业代表分别作了安全运
输表态发言袁并向交通运输局递交了春运安
全生产责任状遥

会议认真分析了今年春运形势袁全面安
排部署我市道路春运工作袁动员行业各单位
要紧盯关键环节袁履职尽责袁抓好落实袁要求
全体春运工作人员认真贯彻好国家尧 省尧赣
州市关于做好春运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袁按
照野安全第一尧保障有力尧方便快捷尧服务至
上冶的总体要求袁全力以赴做好春运各项工
作袁确保春运安全畅通遥据悉袁10 日将正式启
动为期 40 天的春运袁至 2 月 18 日结束遥

在野生态鄱阳湖窑绿色农产品冶渊广东冤展销会上

“瑞金的金山上”山茶油荣获金奖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记者在日前召开的 2019 年江

西野生态鄱阳湖窑绿色农产品渊广东冤展销会总结表彰会
上获悉袁我市绿野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展的野瑞金的
金山上冶山茶油荣获金奖遥

据了解袁本次展会共有参展企业 300 多家袁携 2000
余种江西绿色尧安全尧有机尧优质的农产品来到广东展
出遥 经专家评审及组委会决定袁赣州市展团等 12 个展团
获最佳组织奖袁绿野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茶油
等一批参展产品获金奖遥

野瑞金的金山上冶山茶油从种源尧种植环境尧种植过程
控制到加工均严格执行国家尧欧盟等有机标准袁茶籽及其
加工的产品均获得国家有机认证和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认证遥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袁公司自主研发了国内首套
油茶鲜果剥壳设备袁防止原料在晾晒过程中的二次污染袁
通过严苛的清选流程筛选出优质茶籽并进行剥壳袁 应用
国际领先技术野水媒法冶提取山茶油科学生产线袁提取出
营养完全尧无有害物添加残留尧原汁原味的山茶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