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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瑞金市委第一轮巡察公告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袁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14 日袁 市委将对市教体局尧
瑞金一中尧瑞金二中尧瑞金三中尧瑞金四
中尧瑞金中专尧团市委尧市红十字会尧市科
协尧市文联尧市残联尧市妇联尧市工商联尧市
侨联开展常规巡察袁对股级中小学尧幼儿
园有重点地开展延伸巡察遥 本轮巡察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袁把野两个维护冶作为根本任务袁紧
扣野三个聚焦冶要求和被巡察单位职责使
命袁深入了解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袁着力发现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尧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和组织力欠缺等问题袁重点对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
话精神尧党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尧做好野六稳冶工作尧落实野六保冶
任务等重大决策部署开展监督检查袁紧盯
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袁深入
查找和推动纠正政治偏差遥 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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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被巡察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
市委巡察组联系箱

设置地点
信访接待点

市委
第一巡察组

瑞金一中

19979739232 rjswd1xcz@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信箱

一中东门路边民宅渊南面冤尧东校区渊七中冤校门口 图信中心一楼

瑞金中专 瑞金中专大门口 综合楼 405 室

团市委 金都大道 190-5 号信箱 公务大楼 1216 室

市委
第二巡察组

市红十字会

19979739233 rjswd2xcz@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信箱

卫健委大门口 卫健委 4 楼巡察组办公室

瑞金二中 瑞金二中南门 二中齐贤楼一楼巡察组办公室

市科协 市科协大门口 市科协二楼会议室

市文联 市文联大门口 市文联二楼巡察组办公室

市委
第三巡察组

市妇联

19979739235 rjswd3xcz@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信箱

市信访局大门左侧巡察信箱 公务大楼十楼 1018 室

市残联 残联大楼一楼左侧 残联大楼三楼巡察组接访室

瑞金三中 瑞金三中大门右侧 瑞金三中教研楼一楼 105 室

瑞金四中 瑞金四中大门右侧 瑞金四中德馨楼一楼 102 室

市委
第四巡察组

市教体局

19979739231 rjswd4xcz@163.com 金都大道 190-5 号信箱

市教体局大门口 市教体局院内渊原市进修学校 1 楼冤
市侨联 公务大楼大门口东边 公务大楼 12 楼市侨联会议室

市工商联 公务大楼大门口东边 公务大楼 216 办公室

备注院接访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2:00袁下午 2:30-5:30袁信访受理截止时间为 11 月 10 日遥

欢迎广大党员尧干部尧群众在巡察期间来信来电来访袁对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袁将按照分级负责管理原则移交有关部门处理袁感谢您的理解尧支持和配合遥
特此公告

中共瑞金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9月 30日

10 月 12 日袁
红都义工志愿者
联合会尧市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联合
医疗单位在长征
社区开展健康义
诊活动袁传授保健
知识袁帮助老年朋
友应对当前寒冷
天气袁 温暖过冬遥
图为义诊现场遥

邓小荣 摄

本报讯 渊李军 毛远方 记
者吴志锋冤10 月 11 日袁 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组织 2021 年秋季退
役士兵召开适应性培训会袁帮助
退役士兵尽快适应和融入地方
工作生活环境袁 促进角色转变袁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创业
能力遥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谋
划部署袁在培训动员尧政策解读
的基础上袁相关培训学校和市内
优质企业与广大退役士兵做了
互动交流袁明确了退役军人培训

计划和定向招聘岗位袁并通过电
话尧微信群等形式袁邀请有就业
需求的退役士兵参加培训会袁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预热遥

在专场招聘环节袁专门设置
了就业创业咨询专区袁为退役军
人现场解答就业政策袁现场咨询
100 余人次袁并发放叶退役军人
政策制度明白卡曳叶退役军人保
障法宣传册曳等共 200 余份遥 市
内 9 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出纳尧秩
序维护员尧策划宣传等工种共计
70 余个就业岗位袁吸引了 90 余

名退役军人前来应聘求职遥据统
计袁 该招聘会共有 40 余名退役
军人与招聘企业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遥

一直以来袁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十分重视退役军人就业工作袁
不断加大岗位推荐和培训力度袁
推动退役军人就业遥 下一步袁退
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加大培训
力度袁为退役军人搭建双向选择
的服务平台袁让广大退役军人获
得更加充分尧更高质量的就业机
会遥

本报讯 渊记者邓浩亭冤我市实施以
职业康复尧运动康复尧物理康复尧心理康
复尧农疗康复为主要内容的野五位一体冶
精神性疾病患者社区治疗康复模式袁得
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遥 10 月 10 日袁记
者来到该模式示范点安康医院采访袁探
究模式实施以后的效果遥

以往袁精神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康复
模式袁 采取以药物治疗和居家康复为
主遥 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袁患者往往不按
医生交代服药袁康复效果不佳袁同时很
容易出现意外事件袁影响社会稳定遥2018
年袁我市探索精神性疾病患者康复新模
式袁经过反复调研论证袁决定依托专业
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和医生专业技能袁
在安康医院建立精神性疾病患者治疗
康复示范点袁全面实施野五位一体冶社区
治疗康复模式袁 即根据患者的不同情
况袁采取不同的治疗康复模式袁达到康
复一人尧幸福全家的社会效果遥

农疗康复是瑞金市 野五位一体冶社
区治疗康复模式的野精彩之笔冶遥 安康医
院在院区建立了有 2000 余平米的农疗
基地袁 经评估后稳定的精神性疾病患
者袁在医务人员的组织参与下袁在农疗
康复基地内袁种辣椒尧豆角尧空心菜尧西
红柿尧玉米等蔬菜瓜果遥 在除草尧浇水尧
松土尧施肥的过程中袁不仅能增加了农
业技能袁行为技能也得到了锻炼袁促进
人际沟通尧团体合作遥

手工技能职业康复是瑞金市野五位一体冶社区治疗康
复模式的 野得意之作冶遥 安康医院利用地处工业园区的优
势袁因地制宜开展手工技能职业康复遥 经过专业医务人员
评估较稳定的患者袁在康复区做手工包装尧贴商标尧插花尧
组装工艺品等简易手工活袁然后销售给园区企业和投放市
场袁并对患者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遥 目前袁每天都有 30 余
人参加手工活遥

野五位一体冶 的社区康复模式不仅能提高精神性疾病
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袁 促进精神性疾病的治疗管理工作袁
又能降低重性精神障碍的复发率袁缩短住院时间袁减轻社
会尧家庭负担遥 市残联将通过争取相关政策支持确保资金
有保障袁联系相关企业帮扶确保就业有渠道袁组织志愿者
开展服务确保有人管等方式方法袁不断完善野五位一体冶社
区康复模式袁为瑞金打造体教康养中心加油助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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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要要要我市组织 2021 年秋季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