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法送温暖 扶智促振兴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冤2 月 8 日和 9 日袁在市司法局和民

政局等部门的支持下袁 市赋能济困公益协会志愿者先后前往
万田乡青坝村和木瓜村尧象湖镇金星村袁开展野普法送温暖冶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向脱贫户普及反电信诈骗知识袁宣传民法
典常识袁给部分困难群众送去春联尧饮料等慰问品袁传递社会
的关怀,助力乡村振兴遥

普法讲座的主题是野法律助力乡风文明建设冶袁由该协会
公益律师刘臣主讲遥 讲座结合典型案例介绍了电信诈骗的特
点尧形式和识别方法袁建议脱贫户不能贪图小便宜袁坚持野不轻
信尧不透露尧不转账冶遥 刘臣结合村民日常生活介绍了离婚冷静
期尧夫妻共同债务尧胎儿继承权尧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尧确立野自
甘风险冶规则等民法典新规定袁鼓励村民勤劳致富尧诚实做事袁
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袁 一起营造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遥
三个村约 130 名脱贫户代表在聆听普法讲座后袁领取了防疫物
品尧春联或者洗漱用品袁收获小礼品同时更收获法律知识遥

野目前电信诈骗频发袁 可能一次就骗走了家庭的全部积
蓄袁身边确有因被诈骗而返贫和离婚的案例袁希望普法可以让
乡风更文明袁让乡亲的小康路更稳健浴冶谈及普法主题选定时袁
刘臣如是表示遥 据悉袁刘臣系壬田人袁省一泓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袁市作协会员袁曾担任太平洋保险公司法律顾问袁参与过
企业破产管理尧 政府征地拆迁及银行信贷尽职调查等非诉业
务袁 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尧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尧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尧公司股权纠纷等案件百余起遥

野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就是不一样遥 普法和公益有效结合袁
可以有扶贫扶德扶智扶志四层效果遥 冶万田乡青坝村党建宣传
员钟观华表示遥据悉袁万田乡贤钟玉兰尧欢乐家食品公司尧大华
地产尧东投置业等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给予活动大力支持袁提
供了防疫用品尧奖品和慰问品袁让活动顺利开展遥

春 节 前 后 袁
丁陂乡丁陂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
志愿者走进敬老
院开展关爱老人
志愿活动袁 宣传
防疫知识袁 向老
人 们 发 放 口 罩
300 个袁帮助老人
剪指甲尧刮胡子袁
传递来自社会的
关爱和温暖遥 图
为志愿者正在帮
助老人剪指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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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模范学习 与榜样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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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袁我市旅游市场持续火爆袁各大景区尧酒
店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 为市内外游客提供优质
接待服务遥 图为 2 月 13 日罗汉岩风景区游人如织袁秩序
井然遥 本报记者袁南军摄

有人说袁他铁面无私袁因为
面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袁
他总是拍案而起袁毫不退缩袁事
实查不清不叫停尧 问题处理不
到位不罢休曰也有人说袁他柔情
百结袁 因为他真正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家的事袁 只要干部群众
需要他袁 他就一定会千方百计
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曰 更多的人
说袁他就是一头野老黄牛冶袁不图
名尧不图利袁寒来暑往袁披星戴
月袁 在纪检案件查处岗位上默
默地耕耘遥这就是曾睿袁一名纪
检监察干部真实写照遥

意志坚定守初心
野加入纪检监察队伍袁意味

着更多要舍弃袁舍弃家庭袁舍弃
朋友袁舍弃轻松和享乐袁虽前路
孤独袁 却清白坦荡尧 无私无畏
噎噎冶 这是曾睿经常对年轻同
事说的一句话遥他是这么说的袁
也是这么做的遥

在工作中他勇挑重担袁经
常加班加点遥 监委成立后工作
愈加繁重袁为高质量完成任务袁
他每天都会提早半小时上班袁
推迟半小时下班袁 晚上经常加
班加点完善材料袁 连续两个春
节和国庆节在留置点开展调查
工作遥对此袁妻子的抱怨必不可
免袁 女儿也为他起了 野逃家爸
爸冶的绰号袁而这些他只能默默
去独自承受遥 地方纪检监察工
作袁 最大的困难就是破解人情
关系遥由于长期办案袁经常有人
通过各种方式打探情况袁 说情
打招呼袁曾睿坚持原则底线袁严
格遵守纪律袁 不该做的坚决不
做袁不该说的坚决不说袁爱憎分
明袁秉公执纪袁严格执法袁这就
使得一些人越来疏远袁 甚至有
人还会怀恨在心遥 对此他也不
为所动袁因为他始终坚信袁只要
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了袁 干部队
伍风气好起来了袁 哪怕牺牲再
大袁 甚至要得罪一些人都是值
得的遥

刚正不阿查贪腐
在监督执纪和执法办案过

程中袁 曾睿严格公正尧 毫不循

私袁 敢于向贪腐现象和不正之
风亮剑袁做到无欲则刚尧无私无
畏遥 在他和纪检机关同事们共
同努力下袁 我市党员干部腐败
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袁 干部队伍
作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遥

2018 年袁 曾睿所在调查组
对市民政局安置办副科级干部
钟某涉嫌受贿问题立案调查袁
曾睿结合钟某经济状况和平常
表现袁 对钟某近年来的相关情
况全面梳理袁 发现钟某滥用职
权违规安置干部袁 为了牟取利
益无所不用其极袁受贿尧索贿金
额近 200 万元袁 涉及工作对象
70 余人袁 同时钟某还存在截留
挪用安置对象补助资金等违纪
问题遥 经曾睿和专案组同志努
力工作袁 仅一个月就将钟某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遥 最
终钟某被野双开冶并被判处有期
徒刑 7 年 3 个月袁 涉及相关人
员均追究了责任袁 同时对钟某
所在单位责任人进行问责处
理袁给予纪律处分 7 人袁给予诫
勉谈话等组织处理 42 人袁形成
良好的政治尧纪法和社会效果遥
2019 年袁 曾睿参与我市某重点
工程招投标公职人员受贿案件
查办袁随着案件逐步深入袁相关
公职人员收受钱物问题也逐渐
暴露袁曾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袁
以纪法为准绳袁不偏不倚尧客观
公正对待每项违纪违法问题遥
最终袁专案组对其中 27 名公职
人员立案调查袁 其中移送司法
处理 6 人袁收缴渊追缴冤违纪违
法款项 700 多万元袁 挽回国家
经济损失数千万元袁 长期以来
工程招投标领域围标串标问题
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遥

情系群众解民难
在腐败分子面前袁 曾睿是

不留情面的野铁包公冶袁但在人
民群众前面袁 他却是个不折不
扣的野柔情汉冶遥

2017 年秋袁 曾睿得知结对
贫困户朱某财患
股骨头坏死疾病袁
但因为手术时间
久远病历保管不

善袁没有疾病证明袁无法办理残
疾证遥 朱某财家住农村偏远山
区袁语言表达又比较差袁对很多
情况也描述不清袁 如果让他自
己去医院找医生开具疾病证明
必定很困难遥 曾睿二话不说袁立
即根据朱某财模糊的描述找到
当地几家大型医院袁 几番查询
后得知朱某财 2012 年在市中
医院的住院记录袁 随后曾睿又
几经周转找到主治医生了解袁
成功调取了朱某财的病历证明
和医学影像资料袁 然后自己开
车接上朱某财到市残联进行残
疾等级评定袁 最终朱某财被评
定为肢体二级残疾袁 每个月也
多了 100 多元的残疾人补贴遥

2019 年袁 九堡镇等地遭遇
特大洪灾袁 曾睿在第一天就自
发赶赴灾情最为严重的九堡镇
坝溪村参与救援尧 帮忙接人送
物遥 第三天袁在纪委机关统一组
织下袁 他又连续多日参与灾后
重建工作袁搬运物资袁清理淤泥
和打扫卫生袁 累了他就坐在路
边的石板上休息一下袁 饿了就
吃点随身带的饼干和泡面袁一
个星期下来袁不但人又黑又瘦袁
而且喉咙发了炎袁 脚上也磨出
了水泡袁 可是他没有喊过一声
累遥

百淬成钢铁 袁 磨砺铸忠
诚遥 从基层民警到业务骨干袁
从纪检野新兵冶再到部门领导袁
曾睿始终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
命袁在每个工作岗位上认真负
责尧一丝不苟遥 近三年来袁他直
接参与查办违纪违法问题线
索 115 条袁 立案调查 51 起 63
人袁其中参与查办重大违纪违
法置留案件 6 起袁移送司法机
关 15 人袁采取诫勉谈话尧责令
检查等组织处理 56 人袁 追缴
违纪违法款项 800 余万元袁挽
回 国 家 经 济 损 失 2000 余 万
元袁 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28
份袁督促相关部门实现问题整
改 40 多个遥

铁面执纪 谱写忠诚
要要要记赣州市先进工作者曾睿

阴本报记者邹婷

三中院

把组织的温暖送给困难教工
本报讯 渊王道东 记者陈盛昌冤春节前袁瑞金三中校领导和

工会主席冒着寒风冷雨驱车前往学校 2 名因病致困的教工家
里袁分别为他们送上了 1 袋大米和节日慰问金袁把组织的关心
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袁让他们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遥

在详细了解和询问了困难教职工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困
难情况后袁鼓励他们树立自信心袁战胜疾病袁乐观地面对生
活袁并祝他们新年安康尧幸福遥 受助困难教工表示院感谢学校
的关怀袁我们会战胜困难袁勤奋工作袁为学校发展出力出汗袁
争做野四个引路人冶好老师遥据悉袁春节前夕袁该校工会积极争
取市教育工会和市总工会为学校 10 名困难教工进行了春节
慰问帮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