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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院温云高

稳就业岗位保群众增收
本报讯 渊记者温浩冤就业是民
生之本袁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遥 近年来袁瑞
金市充分利用各项就业帮扶政策袁
帮助贫困劳动力扩宽就业渠道袁培
训就业技能袁稳定就业岗位袁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遥
近日袁记者走进位于叶坪镇云
集村的瑞金市依凯睿手袋有限公
司的扶贫车间袁工人们正按照不同
分组袁赶制一批外贸手袋订单袁一片
繁忙景象遥 在车间务工的叶坪镇云
集村脱贫户曾海英袁之前由于家中
小孩重度残疾需要长期照料和治
疗袁 家庭一度十分困难遥 在扶贫干
部和就业政策的关怀下袁曾海英选
择在这里上班袁除了每月的计件工
资外袁 还有政府给予的每月 200 元
的就业补贴袁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提
升遥 曾海英告诉记者袁她在这边上
班属于计件渊算工资冤袁比较自由袁就
方便照顾小孩袁工资一个月按计件

的话袁就是两三千块钱袁总体来说还
可以遥
据了解袁我市依凯睿手袋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学生书包尧化
妆袋尧购物袋的加工企业遥 为助力
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袁该公司优先吸
收周边困难群众袁 提供上岗培训袁
在现有 60 多名员工中袁 脱贫户就
有 17 人遥 野自从车间开办以来袁我
们主动吸纳培训周边困难群众袁为
他们量身定做合适的工作岗位袁保
障他们的就业收入袁同时政府也给
了我们很多优惠政策袁例如水电补
助尧还有贴息贷款袁大大减轻了我
们企业的运营成本遥 今年以来袁我
们订单不断袁货源充 足袁生产周期
已经安排到了明年 2 月份遥 冶瑞金
市依凯睿手袋有限 公司负责人温
彩林对记者说遥
就业是民生之本袁 也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关键举
措遥为保障广大群众就业增收袁叶坪

镇多措并举袁落实各项奖补政策袁主
动对 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就业
意愿袁提供岗位信息和技能培训袁主
要围绕鞋服加工尧农业生产等行业袁
就近 吸纳培训因家庭原因无法外
出务工就业的群众遥目前袁在叶坪镇
像依凯睿这样的帮扶车间有 13 个袁
共带动脱贫户就业 149 人遥
叶 坪 镇 综 合便 民 服 务 中 心 主
任刘汉元告诉记者袁 目前对全镇脱
贫户和监测对象全面上户摸排袁宣
传就业政策尧提供岗位信息袁掌握困
难群众的就业需求遥在此基础上袁我
们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就业创业院
一是推介就业车间就业袁 就是扶贫
车间就业袁稳定就业遥二是培训促进
就业遥 2020 年以来袁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 114 人袁 帮助广大困难群众提
升就业技能遥三是创业带动就业遥针
对有贷款需求的脱贫户袁 落实创业
贷款政策袁 充分调动脱贫户内生动
力袁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遥

为进一步
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袁全面助力
乡 村 振 兴 袁10
月 20 日 上 午 袁
赣州市医疗保
障局瑞金分局
联合中铁大桥
局六公司瑞金
四好农村路项
目组和中国建
设银行瑞金支
行前往谢坊镇
安背村开展野我
为群众办实事袁
助力乡村振兴冶
主题党日活动遥
刘东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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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山

以学促干办实事
解民愁盼群众乐

本报讯 渊朱娟 记者刘辉 谢芳玉冤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以来袁云石山乡坚持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尧 推进
乡村振兴尧 保障重点工程项目推进等实际工作结
合起来袁通盘考虑尧系统谋划尧一体推进袁以学促
干袁以干践学袁全乡党员干部为当地群众办了一大
批实事尧好事遥
丰垅村被称为野长征第一村冶袁是 2020 年中组
部首批创建红色名村遥近年来袁前来该村参观学习
的游客也越来越多袁 由于村里的基础公共设施不
完善袁人多尧车多了以后袁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大遥
针对这个问题袁云石山乡通过多方协调袁筹集
50 余万元袁在穿村而过的旅游公路边专门建设了
一座野红色驿站冶袁并配套修建了停车场遥 野红色驿
站冶的建成袁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袁还为村民和游
客增加了活动场所遥
丰垅村党总支部书记梁伯卿说袁 红色驿站建
设起来之后袁游客来这里旅游袁有地方停车了袁也有
一个组织活动场所袁可以在这边喝喝茶尧歇歇脚遥附
近的群众来这边也可以聊聊天尧喝喝茶之类的遥
农田水利设施关乎群众农业生产遥 在云石山
乡田心村袁多年来袁该村大部分农田都靠村里的一
座山塘蓄水灌溉袁今年初袁该山塘因年久失修袁坝
体渗漏袁几乎无法蓄水袁加之干旱袁连片田地无法
耕种遥
云石山乡接到群众反映后袁 立即向上申报山
塘维修加固工程袁该工程得到批复后袁该乡迅速行
动袁利用枯水期对该山塘进行维修加固袁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袁解决了 300 多亩田地的灌溉用水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云石山乡党员干部共为群
众办实事尧好事 267 件袁修复了一批水陂尧水渠尧道
路等基础设施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三中院

学生争当教师好助手

守护“大国粮仓”
杜绝
“靠粮吃粮”
，
挪用小麦回笼货款 1390 万元
炒期货袁 采购粮食时通过第三方公
司加价采购袁 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
受贿赂噎噎今年以来袁 全国各地通
报了多起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袁
彰显了党中央坚决 清除粮食购销
领域野硕鼠冶野蠹虫冶的决心遥
粮食安全重于泰山袁 不仅重在
种尧重在收袁也重在储尧重在管遥守住
国家的粮食安全袁 既要持续加强粮
食安全治理尧保障粮食供给袁更要坚
决遏制粮库蛀虫袁保障粮库安全遥从
通报中可以看到袁 一些粮库蛀虫贪
腐手段并不高明袁他们胆大妄为尧贪
得无厌袁内外勾结尧团伙作案袁把企
业变成个人取款机遥 不少人之所以
走上腐败堕落尧 违法违纪的不归之
路袁多是从作风松弛尧不守小节开始
的袁缺乏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袁人
生观尧价值观发生扭曲袁权力观尧利
益观发生错位遥
粮库看似一个小单位袁 却管理
着成千上万吨粮食的储备轮换袁一
旦出现野靠粮吃粮冶尧监守自盗的情
况袁就会严重侵蚀粮食安全根基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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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带来粮食安全隐患袁 给国家造成
严重损失遥当前袁各地聚焦粮食购销
领域人尧 财尧 物管理方面的突出问
题袁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涉粮问题
线索进行清底式野回头看冶袁拓宽问
题线索来源袁广泛接受群众举报袁对
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发现一起尧
查处一起袁绝不姑息袁这是震慑袁也
是鞭策袁是党中央野有腐必反尧有贪
必肃冶的坚定立场袁是惩腐力度不减
的延续袁 更是以铁的纪律护航国家
粮食安全遥
粮仓腐败行为几乎可以贯穿粮
食购销所有环节遥 从收购环节以次
充好尧虚报数量尧以旧当新尧压价压
级袁到销售出库环节空进空出尧虚报
损耗尧掺假使假尧吃拿卡要袁再到储
存环节亏库短量尧擅自动用置换尧盗
卖袁等等遥基层粮食系统腐败问题频
发袁监管缺位难辞其咎袁同时袁也暴
露出一些地方粮库在制度建设尧日
常监督尧人员使用等方面存在短板遥
决不能任由 野粮耗子冶 折腾糟
蹋袁加大粮食安全领域反腐败工作袁
已成为粮食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遥

一方面筑牢思想防线袁 增强基层党
员干部违纪意识遥在加强思想教育袁
增强责任意识的同时袁 更要加强法
制教育袁增强法制意识袁时刻警觉由
风及腐的现实风险和严重危害袁让
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尧明底线尧守纪
律曰另一方面强化监督管理袁层层压
实责任遥要把监督的螺栓拧紧袁制度
的篱笆扎牢袁让领导干部心怀敬畏袁
时刻感受到责任尧监督和约束遥这需
要积极借助巡视巡察尧督查尧审计等
部门力量袁把惩治震慑尧监督约束尧
教育引导贯通起来袁 与粮食主管部
门相互结合尧相互促进袁形成严密的
监管体制遥同时袁督促相关企业和部
门找漏洞尧补短板袁以案促改袁做到
工作中各个环节相互监督尧 相互制
约遥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袁 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遥 只有对粮
食领域腐败案件以野零容忍冶态度严
肃查处袁 深挖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袁治其要害尧治其根本袁才能
以案为鉴袁 才能真正遏制腐败蔓延
势头袁守护好野大国粮仓冶遥
孟哲

本报讯 渊王道东冤当好教师助手袁服务全班同
学遥 近日袁瑞金三中召开了全体学生干部会议遥 各
班级班长尧学习委员尧生活委员尧心理委员尧安全委
员等共计 550 余名班干参会遥 会议旨在加强学生
干部的责任意识袁提高学生自主管理能力袁当好教
师助手袁加大学生干部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遥
会议首先由学校德育处负责人对全体学生干
部进行培训袁内容包括学生干部的责任担当尧个人
修养尧工作方法尧心态调整尧创新意识等遥然后学校
教务处尧 保卫科负责人分别就学生日常学习规范
和学生安全尧车辆停放等作了要求和强调袁要求班
干部在班里协助做好工作遥 最后学校主要领导对
全体学生干部提出了希望袁 希望学生干部努力学
习袁成为学习的优秀者曰带头遵规守纪袁成为学生
的表率者曰勤于管理袁成为老师的有力协助者曰勤
于奉献尧乐于助力袁成为班级的服务者遥

渊上接第 1 版冤 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尧 树立规矩意
识袁提高资金安全防范意识袁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曰要
认真学习研究科学绿化袁注重宣传引导袁狠抓贯彻落
实袁推进我市国土绿化事业健康尧有序尧高效发展遥
会上袁刘春林就当前重点工作作了布置遥 他强
调袁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袁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之弦袁紧盯重点人员尧重点场所尧重
点活动袁牢牢守住野零疫情冶成果袁打好疫苗接种两
个突击战曰要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袁全面压实
安全监管责任袁持续跟进尧持续整改尧坚决完成曰要
全力做好年终冲刺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袁积极
争先创优曰要做好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系列活动准备工作曰 要大力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遥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叶瑞金市火灾事故调
查处理规定曳叶关于推行城镇社区工作者岗位级别
报酬机制的通知曳叶瑞金市 2021 年度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实施方案曳等遥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其他工作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