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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邹婷冤11 月 17
日袁中国雕塑学会会长尧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尧中国野德艺双
馨冶艺术家曾成钢在我市考察长征
主题公园纪念雕塑设计袁并就设计
想法进行交流座谈遥市政协主席陈
家祥陪同考察袁 瑞金干部学院尧市
委宣传部尧市纪念馆尧市文广新旅
局等单位相关人员参与座谈遥

会上袁 与会人员各抒己见袁
就如何找准定位尧 做好规划尧实
现效益提出了意见建议遥 会议认
为袁打造长征主题公园纪念雕塑
设计袁要与弘扬长征精神尧传承
红色基因结合起来袁突出瑞金在
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袁
进一步打响瑞金野长征冶文化品
牌曰 要与突出瑞金红色文化历

史尧 保护生态开发结合起来袁进
一步提炼主题袁 讲好红色故事袁
形成瑞金独有的文化符号曰要与
促进红色旅游相结合袁通过高标
准尧 高规格打造长征主题公园袁
实现游客集聚效应袁带动红色旅
游的产业化发展遥

会前袁考察组一行前往长征
第一山要要要云石山实地踏看遥

市民企局:

便民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渊欧阳朝花 记者邹婷冤日前袁市

人社局出台叶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一次性
告知曳文件袁为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办
理社保补贴遥 为切实帮助原二轻系统城镇大
集体企业职工享受社保补贴袁市民企局秉持
野为人民服务冶的宗旨袁迅速实施野三度冶工作
做法,提供优质档案证明服务袁成为政府联系
群众尧服务群众的桥梁遥

据了解袁申请补贴对象需提供原国有企
业或城镇大集体企业职工的证明和企业改
制协议尧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等资料袁由于这
些企业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 80尧90 年代改
制和解散的袁而查找当年职工身份资料并非
易事遥

市民企局在服务群众过程中袁把全面落
实野六稳六保冶政策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切
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袁努力办好群众关切的
事遥

办事有速度遥 该局立即召开班子会议专
题研究袁安排素质好尧能力强的 2 名办公室
人员专门负责企业职工查档事宜袁并指派分
管领导迅速与人社局部门对接袁协同落实办
理机制遥 同时积极开展电话代查袁群众可提
前通过电话联系告知工作人员需查询的内
容袁工作人员提前查询袁优化办事流程袁提高
办事效率袁并提醒群众所需要带的材料袁便
于群众上门便可马上获取查档证明遥 服务
有温度遥 该局工作人员外塑形象袁 内强素
质袁全面做好查档服务工作遥 坚持野四心冶服
务袁做到热心接待尧耐心细致尧细心查找尧尽
心尽责袁 及时提供办公室联系方式便于群
众后续咨询袁提供原件尧复印件袁让群众少
野跑腿冶袁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奔波之苦遥 管
理有力度遥 档案管理安排专人负责袁避免出
现档案资料出现留渍尧损毁现象袁做到工作
流程规范化袁建立已查档人员台账袁记录个
人信息尧查档时间尧联系方式等袁梳理汇总
查档人员袁避免重复查询尧反复操作袁提高
办事效率遥

目前袁市民企局已接待灵活就业人员查
档咨询服务 100 人次袁 为符合条件的 30 名
原二轻城镇大集体职工开具了享受社保补
贴的证明资料袁为他们及时享受政府的关爱
提供了优质服务遥

振兴融资担保公司院

为企业开辟
融资绿色通道
本报讯 渊周平 符浩琳 记者郑薇冤近日袁

瑞金市振兴融资担保公司收到了两面锦旗袁
分别是瑞金市金一电缆公司和瑞金市好莱
克公司送来的遥 金一电缆公司负责人钟水华
说院野振兴融资担保公司成立以后袁创新抵押
方式袁精简审批程序袁降低贷款利率袁非常好
地帮助我们企业解决资金紧张的情况袁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袁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融
资成本遥 冶

瑞金市振兴融资担保公司是瑞金市城
市发展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袁为我市政策性
融资平台之一袁是瑞金市帮扶企业的重要部
门遥 今年以来袁担保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袁
坚持优化营商环境袁 严格落实有关扶持政
策袁陆续出台了减免担保费率尧业务容缺受
理尧精简审批事项尧压缩审批时限等多项政
策袁 切实为企业营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袁
为企业开辟融资绿色通道袁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遥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凝聚力与执行力袁增强教师之间沟通协作能力袁激发教师积极主
动迎接挑战的正面态度袁点燃工作激情袁近日袁金都小学组织开展了以野幸福从耶心爷开
始袁团队绽放活力冶为主题的团队建设活动遥 图为野鼓动人心冶游戏现场遥 杨茜摄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 记者获
悉袁 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袁 根据我市 2021-2022 学年
高中和城区初中教学需要袁 我市
面向高校毕业生和外县市公办教
师公开择优招聘高中和城区初中
紧缺学科教师 175 名遥

此次公开择优招聘高中教师
125 名袁 其中瑞金籍 2021 届江西
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 6 名袁 公开
招聘 119 名遥 城区初中袁含瑞金二
中尧 瑞金三中初中部紧缺学科教
师 50 名遥

招聘条件为院 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袁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袁热
爱教育事业袁 遵纪守法袁 品行端

正袁 无不良行为记录曰 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遥 专业尧学历等条件院所
学专业与招聘岗位学科对口遥 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报考高中教
师岗位院 一本师范院校全日制师
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曰 一本师范
院校全日制师范类本科毕业且教
龄五周年及以上的外县市公办高
中教师曰 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外县
市公办高中教师遥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报考
城区初中紧缺学科教师岗位院二
本及以上师范院校全日制师范类
本科及以上学历曰 二本及以上师
范院校全日制师范类本科毕业且
教龄五周年及以上的外县市公办

城区初中教师曰 中级及以上职称
的外县市公办城区初中教师曰优
先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第一学
历须为师范类)尧原野985冶高校尧原
野211冶高校尧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毕业生尧 公费师范生和一本师范
类优秀毕业生遥 本人为瑞金籍或
配偶为瑞金籍的袁 同等条件下优
先遥

另袁 正式录用前须取得相应学
科的教师资格证袁 高中教师须取
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及以上袁
城区初中紧缺学科教师须取得初
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及以上遥 瑞金
市在编公办教师尧特岗教师和野三
支一扶冶支教人员不得报考遥

我市公开招聘
高中和城区初中紧缺学科教师 175 名

曾成钢在我市考察

渊上接第 1 版冤王兆学在致辞
中对瑞金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遥 他说瑞金是首批全国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中国红
色旅游十大景区之一袁 四川省旅
行社协会将积极宣传瑞金红色旅
游文化袁 大力号召会员单位及各
大旅行社支持瑞金红色旅游袁积
极沟通协调袁搭建宣传桥梁袁推动
两地在旅游资源开发尧宣传推广尧
客源互送等方面加强合作袁 实现
共赢遥

会上袁 瑞金市旅游形象大使
作了红色旅游推介袁 四川旅投航
空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 野我

的长征路-瑞金中国心冶主题旅游
系列产品袁 四川羿万川管理有限
公司推介了红色教育培训研学旅
行产品遥 随后袁瑞金市文广新旅局
与四川旅投航旅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袁 双方同意就整合双方旅
游资源尧开发旅游产品尧扩大市场
份额尧 推广双方旅游品牌等方面
建立长期尧全面尧务实尧有效的战
略合作关系遥 瑞金市红培办与四
川羿万川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叶红
色培训研学旅行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书曳遥 四川省内多家旅行社现场
签订了 野我的长征路-瑞金中国
心冶主题旅游系列产品认购书遥

下午四点三十分袁伴着欢快的
乐曲袁蓝贤林尧胡建华尧柴延祝尧王兆
学尧周景春尧陈春燕尧周鸣弘尧朱海兵
等领导尧嘉宾登台共同触摸大屏袁启
动西南市场瑞金红色主题旅游遥

推介会上袁 热情的成都文艺
工作者还为来宾们奉献了川味浓
郁的文艺节目遥 现场气氛欢快热
烈遥 老红军李文达尧老红军后代唐
奋袁四川省尧成都市涉游协会和企
业代表袁贵州省尧重庆市涉游协会
和企业代表袁红色作家代表袁在川
乡贤代表袁人民网尧央广网以及成
都当地媒体工作者共 200 多人参
加活动遥

加强战略合作 开拓西南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