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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 本公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在瑞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楼公开拍卖 LED 显示屏 3 年广告承租
经营权遥 LED 显示屏座落位置院

塔下寺一块 P6 全彩袁面积 120m2渊含
外框冤曰

城东一块 P8 全彩袁面积 60.5m2曰
城北二块袁 分别是 P8 全彩袁 面积

30.24m2袁P10 单色袁面积 14.28m2遥
上述显示屏经营权拍卖为整体优先袁每

分块其次袁整体起拍价每年 14.8 万元袁竞拍保
证金 4 万元遥 分块为塔下寺一块袁起拍价每年
9 万元袁保证金 3 万元遥城东一块袁每年起拍价
4.8 万元袁保证金 2 万元遥 城北二块袁每年起拍
价 3.8 万元袁保证金 1 万元遥 如需对拍卖标的

了解更详细情况袁请到本公司咨询尧报名袁公司
地址袁瑞金市象湖镇绵水路工行院内二楼袁标
的展示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2 日下午五时整遥

联系人院13970113633 钟
15970846621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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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院14007101040019738
开户银行 2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金市支行
银行账号院151020762900004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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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袁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袁市委派出 4 个巡察组对市
委教体工委等 14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了常规巡
察遥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7 日袁市委巡
察组陆续向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反馈巡察情况遥
为压实整改责任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志斌袁
市委副书记李志坚袁市领导陈建伟尧黄艳分别
参加反馈袁代表市委向被巡察单位党组织提出
整改要求遥

向瑞金第一中学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不到
位袁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有短板袁野教育公
平冶思想理解不够到位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还有差距袁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乏力遥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袁执行党
的纪律不严格袁廉政风险把控不严袁校园零星
项目建设风险较高袁落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理念还有偏差袁 维护师生利益的立场不够坚
定遥 落实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袁打造
野有品位冶的校园还有差距袁领导班子作用发挥
不充分袁野三重一大冶制度执行不到位袁党组织
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袁 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严
谨袁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遥

向瑞金中等专业学校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重要论
述不深入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差
距袁落实野教育公平冶思想不到位袁校企合作野合
而不做冶袁产教融合有弱项袁师德师风建设有短
板袁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遥 落实管
党治党责任不力袁 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实袁形
式主义尧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袁解决群众诉
求不够及时袁执行财经纪律不严格遥 党组织建
设基础薄弱袁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袁党员管理
不够到位袁党建引领职业教育发展还有差距遥

向团市委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重要论
述不深入袁推进共青团改革力度不大袁党史学
习教育抓得不紧袁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
到位遥 作风建设不够扎实袁项目资金管理等风
险较高袁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仍然存在袁资金使
用管理不够规范遥 领导班子作用发挥还有不
足袁工作落实打折扣袁野三重一大冶制度执行不
到位袁驻村人员管理不到位遥

向瑞金二中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贯彻落实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尧 市工作要求不够到
位袁推动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差距袁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差
距袁落实野双减冶尧野体教融合冶政策不够到位袁控
辍保学工作还有差距遥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和不正之风不够彻底袁 作风建设仍然存在不
足袁野四风冶问题整治不够彻底袁践行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理念有差距袁财务管理存在廉政风

险遥 基层党建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
节袁巡察整改不够到位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
够有力袁党建工作抓得不够实袁干部队伍建设
有待加强袁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不够到位遥

向市科协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协工作重要论述不深入袁履
行野四服务一加强冶职能有短板遥 干部担当尽责
不够袁 科普专项经费监管等环节存在廉政风
险袁科普专项经费监管机制形同虚设袁财务制
度执行不到位遥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到位袁
党建尧干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袁落实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还不到位袁执行野三会一课冶制度打折
扣袁干部作风不敢抓尧不敢管遥

向市红十字会党组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贯
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有差距袁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不够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够深入袁参与应对重大公共事件
和人道援助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袁落实全面深化
改革要求有差距遥 担当尽责还有差距袁执行财
经纪律不严格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偶
有发生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袁野怕
慢假庸散冶问题整治不到位遥 基层组织建设还
有薄弱环节袁巡察问题整改不彻底遥

向市文联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有差距袁 服务文艺工作能力还有短
板遥 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不同程度存在袁财务制
度执行不严格遥 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袁领
导班子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袁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落实不够彻底遥

向市妇联党组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 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妇联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不到位袁主责主业履行不够到位袁引领妇
女积极向上办法不多袁 维护妇女权益力度不大袁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遥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不够到位袁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不严格遥 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袁党内政治生
活不规范袁基层妇女组织建设有短板遥

向市残联党组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贯彻落
实第六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精神和省
残联工作要求不到位袁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不
够有力袁服务残疾人尧为残疾人解难有差距袁推
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有短板袁残疾人证办理工作
力度不够袁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遥 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树得不够牢袁惠残政策落实不
到位袁残疾人辅助器具管理混乱袁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不严格袁官僚主义仍然存在遥 党组
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袁 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袁
党组织建设工作薄弱袁 民主集中制执行有欠
缺袁野三重一大冶 制度执行不到位袁 干部日常管
理不够有力遥

向瑞金市第三中学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有差距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深入袁推进素质
教育不够有力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差距袁
野双减冶政策落实不到位袁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
不够到位 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
位袁警示教育开展不到位袁野三重一大冶制度执
行不到位袁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够严格袁资金资
产管理机制不健全袁 风险防范意识不够强袁服
务师生有短板遥 党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袁党
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
充分袁党员发展不够有力袁超职数配备干部遥

向瑞金市第四中学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
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够到位袁推进素质教育
还有差距袁落实野双减冶政策不够有力袁推进德
育和素质教育工作还有差距袁开展体教融合形
式简单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不足袁师德
师风建设存在短板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不到位遥 形式主义仍然存在袁执行财务制度不
严格袁资金管理存在漏洞遥 基层党组织建设存
在薄弱环节袁 党组织生活不严谨袁野三会一课冶
制度执行不到位袁教职工管理有短板袁党员发
展工作不力袁野三重一大冶 决策制度执行不到
位遥

向市委教体工委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不深
入袁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差距袁履行管理
监督职责不够到位袁抓统筹促改革谋发展用力不
足遥 群众观念不强袁教育不正之风整治不够有力袁
纠治群众关心及学校尧教师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缺乏斗争精神袁作风建设不够严实袁财务内控机制
存在漏洞遥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够到位袁党工
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袁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
实有差距袁 以党建带队建作用发挥不够明显袁党
建尧选人用人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袁
巡察尧审计等反馈的问题整改不够到位遥

向市侨联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不够深入袁
履行野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冶职能不
够到位袁联系服务侨界群众不力袁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遥 执行财经纪律不严袁违
反财经纪律问题时有发生遥 主要领导野头雁冶效
应发挥不佳袁干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袁巡察反
馈问题整改不够到位遥

向市工商联党组反馈的问题主要有院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的重要讲话
精神不深入袁理论学习不深不透袁学用结合不
够袁团结凝聚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有差距袁落实
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曰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仍
有发生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遥

中共瑞金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七届市委第一轮巡察反馈问题情况公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叶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曳
要求院野赓续党的红色血脉袁 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冶遥 作为财政部派出的对口支援原中央苏区瑞
金的一名干部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袁在坚定理想信念尧牢记初心使命上持
续努力袁 在两年的对口支援工作中交出让苏区
人民满意的答卷遥

一尧学习成效
在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袁

形成以下思想认识院
一是深刻认识到坚持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

核心尧 全党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袁 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政治保障和思想保证遥

二是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重要

经验法宝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党对群众路线就有着
深刻的理论认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袁对党的群众
路线基本内涵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遥

三是深刻认识到要坚持从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吸取营养袁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遥 我们
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汲取力量袁 再接再
厉尧接续奋斗袁在新的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遥

二尧收获体会
作为一名挂职干部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袁主要做好以下方面院
一是要坚定不移把讲政治摆在首位袁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遥 始终对党绝对忠诚袁持续深入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将野两个维护冶铸入灵魂尧融入血脉袁确保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

二是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袁助力

推动瑞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西时的殷殷嘱托袁围绕瑞金市野三大
战略冶野六大主攻方向冶袁 努力为将瑞金打造成为
野四个中心冶袁加快建设现代化赣州次中心城市作
出贡献遥

三是要坚定不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袁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遥 树牢群众观念袁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尧
长远利益出发袁想群众之所想袁急群众之所急袁以
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尧告慰革命先烈尧不负老
区人民遥

四是要坚定不移增强自身本领袁勇于战胜各
种风险挑战遥 牢牢把握难得的挂职锻炼机会袁深
入基层袁转变思想观念袁破解基层情况复杂带来
的各种挑战袁善于解决各种矛盾袁在磨砺中创造
新的成绩遥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袁 自觉筑牢政治忠
诚遥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尧政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力袁自觉
筑牢政治忠诚袁确保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遥

二是始终坚持服务大局袁助力高质量发展遥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袁 立足新
发展阶段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融入新发展格局袁
推动高质量发展袁 着力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
定尧公平尧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袁为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发挥好法治的保障作用遥 着力为推进四个
中心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遥 着力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尧推进乡村振兴尧疫情防控出

力助力遥
三是始终坚持敢于斗争袁 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遥 持续推进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专项行动袁深入
推进反邪教工作袁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遥 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袁扎实推进反电诈和禁毒工
作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切实加强
重点行业尧重点领域尧重点场所安全监管力度袁确
保公共安全风险有效管控遥

四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袁 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遥深入开展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活动袁深化野放管
服冶改革袁全面提升政法公共服务水平遥加强精神
障碍患者尧吸毒人员等特殊人群服务管理袁杜绝
发生极端案事件遥落实社会治理社会化尧法治化尧
智能化尧专业化要求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袁

推动野雪亮工程冶等重点项目建设袁全面提升治安
防控水平遥 提升执法监督能力袁建立健全跨部门
大数据办案平台运行管理机制袁进一步提升执法
司法公信力遥

五是始终坚持自我革命袁 锻造过硬政法铁
军遥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袁认真贯彻落
实叶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曳和省委叶实施细
则曳袁开展好政治督察和纪律作风督查巡查袁确保
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遥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
设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大力整治
野怕慢假庸散冶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遥 全面巩
固拓展教育整顿成果袁 建立健全一批制度机制袁
做到标本兼治尧长效常治袁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
得过尧靠得住尧能放心的政法铁军遥

一是把野对党忠诚冶镌刻在脑野永不动
摇冶袁始终坚定政治方向遥 我将始终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袁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袁牢固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增强野四个自
信冶袁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把对党忠诚锻造成
为自身的第一品格尧第一素质遥将坚定不移
地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在工作的全方面尧
各环节袁坚决执行党的决策部署袁以实际行
动诠释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遥

二是把野人民群众冶铭记在心野永不轻
慢冶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遥 历史充分证明党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间袁为人民谋幸福尧为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未松动遥 在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袁 我将坚持
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袁 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扎实办好民生实
事袁重点围绕农业农村尧教育体育尧食品安
全等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重点领域袁 引入
更多新华社对口支援项目袁 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身边的急难事尧麻烦事尧烦心事遥
三是把野职责使命冶扛实在肩野永不懈

怠冶袁全力以赴履职担当遥 十九届六中全会
发出了野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袁勿忘昨天
的苦难辉煌袁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袁不负明
天的伟大梦想袁以史为鉴尧开创未来袁埋头
苦干尧勇毅前行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冶的伟大号召遥 我将迅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尧 省委和赣州市委的决策部
署袁 围绕 野三大战略冶野八大行动冶野四个中
心冶袁担当实干尧履职尽责遥

四是把野纪律法规冶常修于身野永不放
松冶袁自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遥 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自我革命的力量袁 强化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袁永葆斗争精神尧增
强斗争本领遥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遥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袁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将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遥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发言摘登
2021 年 12 月

做实“五个始终坚持”
确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见行见效

阴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 涂佐明

坚定理想信念 锤炼政治定力
阴市委常委尧副市长 杨科

赓续红色血脉 扎实支援苏区
阴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副市长 汤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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