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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
二巡察组于2019年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
会、受理来信来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题等形
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重点对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
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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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个维护”情况，执行党的政治、组
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实施细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巡察，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
向巡察组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巡
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二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2@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2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下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
1.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南路1933号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B

幢1楼B101室对面
2.盛泽镇舜湖西路2099号行政服务中心6楼611会议室门口处
3.汾湖高新区芦莘大道东侧汾湖国土分局办公楼2楼楼梯休息

平台处
4.太湖新城夏蓉街1299号东太湖大厦11楼松陵国土分局1号

会议室门口
5.云梨路1688号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14楼电梯斜

对面
6.七都镇七都大道16号七都国土分局办公楼一楼门口
7.桃源镇桃源路315号桃源国土所一楼门厅处
8.平望镇黄秧墩12号平望国土分局办公楼一楼大厅楼梯入口

处
9.震泽镇南浦浜路366号震泽国土分局办公楼一楼楼梯口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二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

部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一巡察组于
2019年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财
政局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
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
信来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
相关问题等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
个加强”，重点对区财政局领导班子尤其
是主要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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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行“两个维护”情况，执行党的政
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六
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
细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情况，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
况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情况等方面进
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
内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
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
察组将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
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一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3@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3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下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1.苏州市吴江区

松陵街道开平路1000号B4层消防电梯
（开水房西侧）旁；2.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街道开平路1000号B5层消防电梯（开
水房西侧）旁。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一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

体部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一巡察组于
2019年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审
计局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
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
信来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
相关问题等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
个加强”，重点对区审计局领导班子尤
其是主要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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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个维护”情况，执行党的
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
六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
施细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
织建设情况，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情况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情况等方面
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
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反
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察
组将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
度，同时诚恳地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一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3@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3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下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1.苏州市吴江区

开平路1000号B16层消防电梯（开水
房西侧） 旁；2.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1000号17层消防电梯（开水房西侧）
旁。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一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

体部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二巡察组
于2019年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
区委老干部局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
作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
理来信来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
解核实相关问题等形式，紧扣“六个
围绕、一个加强”，重点对区委老干部
局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两个维
护”情况，执行党的政治、组织、廉
洁、群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情况，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情况，
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以及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等方面
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
内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
组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
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干部群
众的监督。

区委第二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

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2@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2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下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1.垂虹路172号

东门区委老干部局办公楼大门东侧；2.
区委老干部局办公楼西侧电梯旁。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二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
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三巡察组于2019年7
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委党史办开展巡察
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汇
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信来电
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题等
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重点对
区委党史办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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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个维护”情况，执
行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
活六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
细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情况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等方
面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反映情况和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
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
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三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4@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4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下午

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

路1979号档案馆大楼4楼。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三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
体部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二巡察组
于2019年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
区红十字会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
作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
理来信来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
解核实相关问题等形式，紧扣“六个
围绕、一个加强”，重点对区红十字会
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两个维护”
情况，执行党的政治、组织、廉洁、
群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情况，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情况，
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以及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等方面
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
内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
组反映情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
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干部群
众的监督。

区委第二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

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2@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2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

下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苏州市吴江区

高新路551号公共卫生中心E楼4楼
西侧楼梯口。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二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
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三巡察组于2019年7
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工商联开展巡察工
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汇
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信来电
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题等
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重点对
区工商联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践行“两个维护”情况，执行
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
六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
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
况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等方面
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反映情况和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
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
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三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4@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4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下午

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苏州市吴江区长安路

3099号吴江商会大厦一楼服务台。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三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

署，区委第九轮巡察第三巡察组于2019年
7月22日至8月30日进驻区外事办（接待
办）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汇
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信来电
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题等
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重点
对区外事办（接待办）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
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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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个维
护”情况，执行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
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情况，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情况，选人用人和基层
党组织建设情况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
实情况等方面进行巡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巡察组反映情况和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巡察组将严格遵守
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
干部群众的监督。

区委第三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4@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4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900—下

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1000号吴江大厦A座4楼消防电梯厅口。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三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2019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

署，区委第十轮对村（社区）巡察第二专项
巡察组从7月22日开始到8月30日，对平
望镇各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专项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
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信来
电来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
题等形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
强”，对平望镇各村、社区进行全面政治
体检，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等方面，重点查找并发
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相关问题，查找滥用职权、以
权谋私、侵占截留、挪用私分等违纪违法问
题，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优亲厚
友、“雁过拔毛”、“乡匪村霸”等“微腐
败”问题。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专项巡察组反映情
况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专项巡察组将
严格遵守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
恳地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专项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联系电话：17715372705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830—下

午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各村村部公开栏边，

各社区服务中心公开栏边。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十轮对村（社

区）巡察第二专项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 2019 年度巡察工作的总体部

署，区委第十轮对村（社区）巡察第一专项巡
察组从7月22日开始到8月30日，对七都镇
各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

巡察期间，专项巡察组将通过听取工作汇
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受理来信来电来
访、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核实相关问题等形
式，紧扣“六个围绕、一个加强”，对七都镇
各村、社区进行全面政治体检，突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等方
面，重点查找并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相关问题，查找滥用
职权、以权谋私、侵占截留、挪用私分等违纪
违法问题，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优亲
厚友、“雁过拔毛”、“乡匪村霸”等“微腐
败”问题。

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巡察工作内容，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向专项巡察组反映情况和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专项巡察组将严格遵
守巡察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诚恳地接受
干部群众的监督。

专项巡察组联系方式：
寄信地址：吴江邮政106专用信箱
邮政编码：215200
电子邮箱：wjqwxcz1@163.com
联系电话：17312587601
接听电话时间：工作日上午830—下午

500
征求意见箱设在：各村村部公开栏边，各

社区服务中心公开栏边。
特此公告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第十轮对村（社区）

巡察第一专项巡察组
2019年7月22日

巡察公告

扬扬（化名）家住山湖花
园小区，今年高考，她考出了
理科381分的好成绩，超过本
一线36分，顺利被南京师范
大学法学专业录取。考上大学
是件喜事，可也给这个家带来
了难题。

从小成绩优异

面对困难学会自我勉励

记者来到扬扬家时，她正
在准备开学的英语考试，每天
坚持背单词，做习题。

扬扬家里的陈设十分简
单，客厅没有沙发，只摆放了

一张陈旧的木桌，周围零零散
散堆放了些杂物，没有其他家
具。“来我房间坐吧。”扬扬热
情地招呼记者进屋，关了电风
扇，打开了空调。

说是房间，但里面只摆了
一张单人床和书桌，没有柜子，
很多衣物被放在一旁的椅子
上，虽然拥挤，却丝毫不显得凌
乱。书桌上放着一本英语书，页
面上圈圈画画被做了很多标
记。扬扬说:“开学有英语和计
算机考试，最近都在复习。”

这时，书桌上方墙上贴的
一张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纸
上写着：最痛苦的事不是失
败，而是我本可以。这是扬扬

为了勉励自己，特地写的。
从小到大，扬扬的学习成

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高三
寒假，因为没有跟上“空中课
堂”老师的讲课节奏，高三下
学期的第一次模拟考，她的成
绩一落千丈。后来通过一段时
间的查漏补缺，扬扬的成绩有
所提高。“我高考作文写偏题
了，丢了不少分，现在想想还
是有点可惜。”扬扬说。

母亲去世得早

贫困家庭教会她乐观

与扬扬聊了一会儿，记者

就被她的开朗乐观吸引，她活泼
大方，说话有条不紊。“我小学
五年级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
了，当时我才11岁，对生老病
死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后来有开
心或者难过的事想要跟母亲分享
的时候，才意识到她已经不在
了，就会偷偷地哭。”扬扬说，
母亲去世后，家里就靠着父亲一
人打工赚钱。

扬扬的父亲在松陵环卫所工
作，一个月的工资不到 2000
元。前不久，扬扬的父亲因为血
糖、血脂过高，还住了一个月的
医院。“我父亲没什么文化，却
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总是教导我
人穷志不穷，好好学习，用知识

改变命运。”扬扬告诉记者，一
直以来自己非常依赖父亲，她很
感谢父亲，为了她，父亲也一直
没有再组建新家庭。

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扬扬
的父亲依然非常乐观，从来没有
怨天尤人。扬扬在学习上一直非
常努力，就是不想辜负父亲的辛
苦付出。

学费成了大难题

一家人为此一筹莫展

说到平时的爱好，扬扬称自
己是个典型的宅女，除了看书学
习外，就喜欢追剧。高中时学习

压力大，高考结束后，她补看了
不少电视剧。“高考过后我放松
了一下，每天看剧，但是最近没
了心情。”扬扬说，她已经被南
京师范大学法学专业录取，一开
始一家人非常开心。但是在网上
查询了后发现，单单是学费就要
5700元左右，加上生活费、住
宿费等，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这下，一家人犯了难。
扬扬的爷爷已经 75岁了，

奶奶也69岁高龄了。现在扬扬
的奶奶找了一份零工，希望能多
赚点钱给孙女读书，但始终是杯
水车薪。看到现在的情况，扬扬
也非常担心，想找一份暑期工分
担家人的压力。此外，扬扬还想
在读大学期间勤工俭学。

母亲去世得早，父亲身体不好，爷爷奶奶年事已高

女孩考上大学，但学费让一家人犯了难
融媒记者 俞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