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民情尧访民意袁找到办实
事的切入点曰建立工作清单袁进行
台账式尧销号式管理曰组织志愿服
务活动袁变野回应诉求冶为野上门服
务冶噎噎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
各地各部门注重野学冶野用冶结合尧
学以致用袁扎实开展野我为群众办
实事冶实践活动袁在为民排忧解难
中践行初心使命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要把学
习党史同总结经验尧观照现实尧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冶野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冶遥学是为了
用袁用才能更好地学遥 学得深尧悟
得透袁 解决实际问题才更有方向
和思路曰 工作有成效尧 群众得实
惠袁 才能检验出学习的效果和水
平遥坚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袁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难事尧群
众烦心事袁 既是党员干部应尽的
责任袁 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
所在遥

野小切口冶里面有大民生遥 民
之所盼袁是施政所向袁也是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的着力点遥 以开展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为契
机袁既立足眼前尧解决群众野急难
愁盼冶的具体问题袁又着眼长远尧
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袁
我们就能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袁更好做到学党史尧悟思想尧
办实事尧开新局遥 渊文章来源院人民
网冤

姻2021 年 7月 12 日 星期一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 姻二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温云高要 闻02

渊上接第 1 版冤坚持目标导向尧问题导向尧
效果导向袁以最坚决的态度尧最严格的标
准尧最有力的措施袁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
任务落地落实遥 严格对照各级督导指导
反馈的意见袁强化系统思维袁迅速制定整
改方案袁明确整改目标尧整改时限和责
任单位袁举一反三抓整改袁确保所有环
节扎实到位尧所有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尧
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曰要扎实做好野回头
看冶工作遥 严格按照中央尧省里要求袁结
合教育整顿 野四项任务冶野三个环节冶袁
深入开展野回头看 冶工作 袁列出详细清
单 袁全面自查自纠 袁逐项梳理对照 袁有
问题的就要查漏补缺尧 有不足的就要
补火加温尧不到位的就要回炉返工袁持
续巩固教育整顿成效曰 要持续加强政
法队伍建设遥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袁
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责任袁 加强对
基层公安队伍尧 检察官法官等重点群
体的监督管理遥 建立健全政法干部经
常性教育培训等机制袁 落实好政法干
警交流轮岗等制度袁坚持从优待警袁在
政治上尧 工作上尧 生活上关心关爱干
警遥 加强政法文化建设袁持续开展英模
典型大宣传袁 增强政法干警职业荣誉感
和归属感袁让干警真正安身尧安心尧安业遥

清除害群之马
锻造政法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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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一版冤 不断推进瑞
金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遥我们要紧紧扭住发展
第一要务袁把工作重心转移
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袁围绕赣
州市委野三大战略冶野六大主
攻方向冶 等战略目标任务袁
加快推进野四个中心冶建设袁
确保顺利实现建设现代化
次中心城市目标遥

要要要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袁 必须传承红色基
因袁凝聚奋进力量遥 中国共
产党人在瑞金这片被赤色
浸染的红土圣地上袁孕育形
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和苏
区干部好作风袁成为我党红
色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作为瑞金的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袁在新征程中更
需要带头发扬苏区精神和
苏区干部好作风袁带头做到
工作面前敢为人先尧考验面
前敢于亮剑尧难题面前敢于
负责尧 矛盾面前敢于担当袁
在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建设中争先锋尧当
模范遥

要要要大力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袁 必须勇于自我革
命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遥 迈步新的征程袁
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
硬的道理袁继续推进自我革
命袁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袁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袁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不断提
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袁为瑞金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遥

会上袁吴建平同志领学了叶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曳袁蓝贤林同志领学了叶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曳曰 郭德帅同志
传达了上级有关通知精神曰朱敏同志讲红
色故事叶陈毅院一口铁锅曳曰罗俊腾尧汪兴
福尧朱建军尧彭强尧李莉娜等同志围绕学习
内容作交流发言曰与会人员观看了严肃换
届纪律教育警示专题片叶警钟长鸣曳曰集体
诵读了叶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曳遥

本报讯 渊曾小妹 记者周建
云冤野没来法院之前袁听别人说袁案
子要想有个结果袁得跑好几趟袁
没想到我们只跑了一趟就拿到
标的款 78200 元袁还没有交任何
费用遥 冶十起劳务合同纠纷和买
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拿到标的
款时激动地说遥 被告刘某与其
丈夫杨某因装修房子欠工人工
资 52360 元 尧 材料款 50040 元袁
共计 102400 元遥

近日袁 原告谢某等十人分别

将刘某起诉到市人民法院袁要求
被告刘某付清上述工资和材料
款遥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后袁当天将案
件委派给特邀调解员谢瑞琴做
诉前调解工作遥 特邀调解员马上
联系被告刘某袁得知刘某的丈夫
杨某因突发疾病死亡袁家庭陷入
困境遥 了解该情况后袁特邀调解
员积极开展背对背调解袁经过不
懈努力袁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袁各原告均作出了部分让

步遥 被告在调解当日即按照协议
将款项通过微信支付给各原告遥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示
很满意袁原告当场撤回了起诉遥

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袁该院围绕野我
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要求袁积
极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袁 有效
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遥 截至目前袁
该院通过诉前调解成功化解纠纷
603 起袁 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 30
余万元袁得到广大群众好评遥

7 月 11 日袁 城北
社区联合江西中医药
大学科技学院 野三下
乡冶 实践队在金盛小
区 开 展 健 康 义 诊 活
动遥 实践队免费向市
民赠饮降暑茶袁 为老
年人测量血压袁 还提
供艾灸尧推拿按摩尧针
灸等保健服务袁 得到
现场群众的好评遥 图
为志愿者正在给老人
提供艾灸保健服务遥

曾久福
本报记者吴志锋摄

本报讯 渊记者袁南军冤7 月 10 日
上午袁野百年峥嵘袁紧跟党走要要要瑞金
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
法篆刻作品展 冶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上阳旧址拉开帷幕遥 瑞金市政协副主
席陈殷鸿袁江西省苏区精神研究会副
会长杨远林袁江西省苏区精神研究会
副会长尧永利集团红色文化研究会会

长杨晓宁袁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
书记龙文武袁江西省苏研会中央苏区
书画研究室副主任胡克龙尧王德敏等
领导和嘉宾到场祝贺并观展遥 瑞金市
书协主席刘小明主持开幕式遥

本次展览由瑞金市文联尧江西省
苏区精神研究会中央苏区书画研究
室尧瑞金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袁共展

出书法尧篆刻作品近百幅袁作品围绕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主题袁颂
扬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尧 为民
族谋复兴的丰功伟绩遥据了解袁此次展
览免费对外开放袁 展出地址为八一南
路上阳巷袁展览时间为 7 月 10 日至 7
月 30 日袁市民可前往观展时袁请按常
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袁做好自我防护遥

瑞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开幕

百幅作品礼赞党的百年辉煌

法院诉前调解减轻当事人诉累
成功化解纠纷 603起 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 30余万元

以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效
阴邵冰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