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为配合做好我市 野两城同创冶
工作袁6 月 29 日袁瑞金二中组织学生
家长参加叶瑞金市居民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情况调查问卷曳网上答题活动遥

罗颖异 刘燕玲
绎近日袁金都小学校开展了野预

防校园欺凌 护我平安校园冶 主题活

动袁召开野预防校园欺凌冶主题班会袁
利用宣传栏尧 黑板报等方式广泛宣
传袁 为打造平安校园提供有力保障遥

魏清燕 朱丽明
绎九堡镇沙陇村干部群众踊跃

捐款 18248.8 元袁 为该村小学开挖水
井遥 钟尚材

绎近日袁黄柏乡黄金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深入黄坑小学袁开
展野校园安全尧你我同行冶主题活动袁
增强师生安全意识遥 张超

绎黄柏乡上塅小学依托绘本培
育学生阅读兴趣袁增强孩子们语言表
达能力遥 曾杨玲

绎6 月 30 日袁大柏地乡院溪小学
给部分教职工过集体生日遥 雷瑞华

绎冈面乡渡头小学常态化进
行路队护送尧重点水域巡逻袁为学
生安全保驾护航遥 洪雪飞

绎瑞林镇保卫小学抓实防溺水
宣传活动袁开展防溺水野六不准冶宣誓
活动袁召开防溺水安全班会遥

陈德良 张欣芸
绎近期袁瑞林镇廖坳小学开展危

桥隐患排查活动袁 共排查桥梁三座遥
黄祥

绎近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开展禁
毒教育宣传主题班会袁增强学生抵御
毒品的意识和能力遥 夏明

绎黄柏中心幼儿园近期开展了第
九个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袁主题是野特
殊的时光尧不一样的陪伴冶遥 尧慧婷

绎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认识毒
品危害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袁冈面乡
竹园小学开展了禁毒知识宣讲活
动遥 黄冬林

绎6 月 29 日袁思源实验学校邀请
野瑞金心协冶的专业老师走进课堂袁宣
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袁为学生们减压
放松遥 刘晓梅

绎六月底袁瑞金六中召开以野自
尊自爱尧自强自立冶为主题的女生会
议袁教育女生了解青春期生理卫生知
识袁增加她们安全防患意识遥

谢路 刘燕春 范素清
绎7 月 1 日袁 日东乡沿岗小学组

织全体学生观看 野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冶教育宣传短片遥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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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拟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关于瑞金市房屋拆

迁有限公司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的
批复曳渊瑞府字[2020]50 号冤精神袁同意撤销瑞金
市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事业单位建制袁拟申请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 现面向社会予以公告遥
公告期至核准注销登记之日结束遥

特此公告遥

瑞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6月 29日

事业单位拟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 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关于瑞金市房地产

经营公司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的批
复曳渊瑞府字[2020]49 号冤精神袁同意撤销瑞金市
房地产经营公司事业单位建制袁 拟申请注销事
业单位法人登记袁现面向社会予以公告遥公告期
至核准注销登记之日结束遥

特此公告遥

瑞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6月 29 日

事业单位拟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关于瑞金市房地产开

发公司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方案的批复曳
渊瑞府字[2020]48 号冤精神袁同意撤销瑞金市房地
产开发公司事业单位建制袁拟申请注销事业单位
法人登记袁现面向社会予以公告遥 公告期至核准
注销登记之日结束遥

特此公告遥

瑞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6 月 29日

遗失声明

刘珍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31591袁特此声明遥

在一节劳动课上袁 学生
扛着铁锨尧 锄头尧 耙子等农
具袁 兴奋地来到学校的东南
角袁平整土地尧锄草尧起垄尧播
种噎噎城里长大的孩子袁几
乎没见过这些劳动工具袁更
不要说劳动的流程遥一时间袁
学生乐坏了袁汗水湿透衣背袁
小脸也变花了噎噎你看看
我袁我看看你袁狼狈又开心遥

这里是山东省济南市钢
城区金水河学校的 野开心农
场冶袁也是校本课程的实践基
地袁 旨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
验耕种袁 感受劳动的艰辛与
快乐袁激发劳动热情袁同时让
学生了解农业基本常识袁丰
富学生成长和生活阅历袁锻
炼学生的综合能力遥为此袁学

校制定了野一条龙冶教学实施
方案袁课程周期为一学年袁实
施对象主要针对新初一学
生遥

学研遥 在校工和班主任
的帮助下袁 学生利用劳动课
学习农具的使用尧 了解耕作
流程等遥 后期还将与生物课
有机整合袁 由生物教师指导
学生认识蔬菜及其生长习
性曰 开展小课题研究要要要学
生自选一种植物袁 制订观察
计划袁记录根尧茎尧叶尧花尧果
实的成长过程遥

耕种遥 开心农场划分为
三部分院师生耕种区袁根据时
节种植黄瓜尧西红柿尧白菜尧
萝卜等常见的瓜果蔬菜袁师
生共同打理曰心有所野薯冶区袁

专门种植红心地瓜袁 为学校
野红薯节冶储备原料曰金豆子
自留地袁种什么尧怎么种尧如
何管理袁 完全放手由学生自
主合作实践遥 为保证耕种效
果袁 每班推选学生担任 野场
主冶袁野场主冶下设野队长冶若干
名袁 共同组织同学打理班级
的野一亩三分地冶遥

展销遥 等到蔬菜成熟袁学
校德育处举办野蔬菜种植课程
展销汇冶袁以班级为单位袁各班
自行设计展销方案袁 走出校
门袁展销有机白菜尧水果萝卜
噎噎进一步体验菜农生活袁全
面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遥

分享遥 每年 11 月袁学校
德育处还举办大型 野红薯
节冶遥 学生与师长一起动手袁
共同制作各式各样色尧香尧味
俱全的野红薯点心冶袁大家围
坐一起袁共享劳动成果遥

学研尧耕种尧展销尧分享袁
时时处处皆教育袁这野一亩三
分地冶赢得点赞袁更带给我们
新的教育启示遥正是通过野一
亩三分地冶 点燃了学生的劳
动激情袁 积极探索具有学校
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袁 因地
制宜开发劳动课程袁 见缝插
针实践劳动教育袁 为学生健
康成长找到了一种劳动教育
的新模样遥 黄强

6 月 29 日袁市绵塘小学党支部与云石山超田小学联合党支
部尧云石山黄安小学联合党支部一起袁开展了城乡党建结对共
建主题党日活动袁引导广大党员在城乡结对中不忘初心尧再立
新功遥 钟丽娜 夏燕红 朱学德

绎7 月 1 日袁 瑞金五中尧 谢坊初中和私立英才学校党支部
43 人前往野中央红军长征第一山冶袁开展野探访长征之源尧传承苏
区精神尧续写时代新篇冶为主题的野七窑一冶主题党日系列活动遥

廖小燕
绎6 月 29 日袁井冈山小学举行了以野学党史尧学国史冶喜迎

建党 99 周年为主题的知识竞赛遥 同学们通过活动袁更深入地了
解了党史和国史知识袁更加坚定了学好知识本领尧建设祖国的
决心和信念遥 刘素青

绎在党 99 岁生日之际袁 瑞林镇长沙小学联合党支部走访
慰问了困难老党员教师李瑞生, 为他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袁让
他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遥 张欣芸

根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野回
头看冶工作安排袁省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赣州市进驻时间
为 20 天遥 进驻期间渊2020 年 6 月
30 日-7 月 19 日冤 设立专门值班
电话院0797-8682085袁 专门邮政信
箱院赣州市 0009 号邮政信箱遥督察

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院
00-20:00遥 根据省委尧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袁 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受理赣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遥 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袁将按规定
交由被督察地区尧单位和有关部门
处理遥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0 年 6 月 30日

公 告

庆祝党的生日劳动教育需要“一亩三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