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
本报讯 渊王道东 曾建春 记者 陈盛昌冤日前袁瑞金三中食

堂各层厨房和膳厅电子监控系统安装并调试完毕袁已正式投
入使用袁这是该校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袁完善风险防控体
系的一个缩影遥

该校确保校园安全稳定袁多举措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遥
在平时加强食品安全检查袁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尧市卫计委
和市教育局等有关部门不定期检查食堂食品进货渠道尧 加工
处理尧贮藏保存等方面的安全卫生情况袁要求从业人员明确各
个环节尧各个岗位的责任袁严格遵守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遥

全面推行学校行政领导参与集中就餐陪餐制度袁 每天由
校长和行政值班老师与学生共同用餐遥 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
育袁通过家长会尧校园广播尧健康教育课尧班会等形式袁大力宣
传食品安全知识和预防食物中毒常识袁教会学生识别野三无冶
食品袁教育学生不买小摊小贩食品袁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安
全防范能力袁确保学生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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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吉集团铜材有限公司年产 5万吨黄铜棒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恒吉集团铜材有限公司于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拟扩建年产 5
万吨黄铜棒项目袁项目总投资 1800万元遥 在严格落实建设单位设
计的污染防治控制措施和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影响减缓措施的前
提下袁从环保角度来讲袁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遥

现根据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袁征求附近居民尧单位对
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遥

公众意见表及文本网络下载链接院http://www.ruijin.gov.cn/zxdt/
gsgg/201905/t20190517_440552.html遥

建设单位院恒吉集团铜材有限公司袁曾总 18970705370
环评单位院江西聚兴环保有限公司袁万工 0791-87886677

根据财政部等 7部委 叶关于开展惠民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野一卡通冶专项治理的实施意
见曳渊财监也2019页11 号冤部署袁自即日起在全
市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野一卡通冶专项
治理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尧专项治理的范围
2017-2018 年中央尧省尧市尧县各类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渊不含社会保险和教育类
资金冤野一卡通冶 管理情况和资金管理使用发
放情况袁重大事项可以追溯至以前年度遥

二尧专项治理的内容
此次专项治理的内容包括院1.政策落实尧

资金管理不到位问题遥 是否存在院渊1冤违规将
资金项拆成小项袁多头管理等问题曰渊2冤资金
发放不及时尧不足额袁应享受政策未享受等问
题曰渊3冤超标准超范围发放袁应退出尧不该享受
的违规享受等问题曰渊4冤该通过野一卡通冶发放
的发现金尧该直发的又进行野二次分配冶曰渊5冤
政策宣传和分配结果公示公开不到位袁 群众
对相关政策及分配情况不知晓曰渊6冤 主管部
门尧乡镇渊街道冤尧村没有建立野一卡通冶资金管
理台账袁没有履行审核审批程序和监督责任袁
没有及时核实更新补贴对象身份信息袁 未发

放的资金没有按规定存放等问题曰渊7冤财政补
贴政策不符合实际尧漏洞较多尧政策效果不明
显等问题遥 2.野一卡通冶办理尧发放和使用不规
范问题遥是否存在院渊1冤部门画地为牢袁竞相办
理野一卡通冶袁导致群众野一人多卡冶尧使用不便
等问题曰渊2冤代理银行过多过滥袁在选择代理
银行过程中未进行公开招标等问题曰渊3冤有关
部门和代理银行违规收费尧 增加群众负担等
问题遥 3.违法违规问题遥 是否存在院

渊1冤 在财政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及办卡过
程中优亲厚友尧吃拿卡要尧以权谋私等问题曰
渊2冤通过收买欺骗等手段袁用无关人员身份证
办理野一卡通冶袁虚报冒领财政补贴资金曰渊3冤
贪污侵占尧截留挪用补贴资金曰渊4冤未经本人
同意袁私自保管甚至扣押群众野一卡通冶遥

三尧专项治理的时间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从 5月开始袁至 2019

年 9月底结束遥
专项治理期间袁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踊跃

检举揭发违反野一卡通冶规定的人和事袁举报
电话 2516523袁邮箱 rjscjb@126.com遥

瑞金市财政局
2019年 5月 16日

启 事
2018 年度在瑞

金报上刊登了文章
的作者袁 请于 2019
年 6月底前袁前来瑞
金报社领取稿费袁逾
期不予办理遥

瑞金报社
2019年 5月 24日

绎江寿人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36078119861117363544袁特此
声明遥

绎野瑞金市联鑫紫薯专业合作社冶公章壹
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四海大药房遗失人民银行颁发
的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007101040011487袁 核准
号:J4296000217401,声 明作废遥

绎朱 福英 尧 刘 先伟 持 有的 证 号 为
0106070136土地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象湖
镇绵水村谢屋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关于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的通告

天气渐暖袁 溺水事故又将
进入高发期袁 防溺水安全教育
正当时遥 日前袁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2019年第 1
号预警袁 提醒大家要时刻绷紧
野防溺水冶安全弦遥

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袁
更不要到水情不明或比较危险
且易发生溺水伤亡事故的地方
去游泳遥 选择安全的游泳场所袁
对场所的环境袁如该水库尧浴场
是否卫生袁水下是否平坦袁有无
暗礁尧暗流尧杂草袁水域的深浅
等情况要了解清楚遥

必须要多人同行并在老
师尧 教练或熟悉水性的人的带
领下去游泳袁以便互相照顾遥 要
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袁平
时四肢就容易抽筋者不宜参加
游泳或不要到深水区游泳遥 对
自己的水性要有自知之明袁下
水后不能逞能袁 不要贸然跳水
和潜泳袁更不能互相打闹袁以免
喝水和溺水遥 不要在急流和漩
涡处游泳遥

在游泳中如果突然觉得身
体不舒服袁如眩晕尧恶心尧心慌尧
气短等袁 要立即上岸休息或呼
救遥 在游泳前袁 要做好拉伸运
动曰在游泳中袁若小腿或脚部抽
筋袁千万不要惊慌袁可用力蹬腿
或做跳跃动作袁或用力按摩尧拉
扯抽筋部位袁 同时呼叫同伴救
助遥 不要慌张袁发现周围有人时
立即呼救遥 放松全身袁让身体漂
浮在水面上袁将头部浮出水面袁
用脚踢水袁防止体力丧失袁等待
救援遥 身体下沉时袁可将手掌向
下压遥 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袁又
无法靠岸时袁立即求救遥 若周围
无人袁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袁
伸直抽筋的那条腿袁 用手将脚
趾向上扳袁以缓解抽筋遥 可将救
生圈尧竹竿尧木板等物抛给溺水
者袁再将其拖至岸边遥 若没有救
护器材袁可入水直接救护遥 最好
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袁或
从上面拉起其胸部袁 使其面部
露出水面袁然后将其拖上岸遥 水
性不好的人千万不可手拉手进

行救助袁 可能引起更多人落水
溺水遥

清除口鼻堵塞物院 让溺水
者头朝下袁撬开其牙齿袁用手指
清除口腔和鼻腔内杂物遥

人工呼吸院 对呼吸及心跳
微弱或心跳刚刚停止的溺水
者袁迅速进行人工呼吸袁同时做
胸外心脏按压遥

脱下外套院 如果溺水者身
上穿着外套袁要尽早脱下袁湿漉
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袁产
生低温伤害遥 经现场初步抢救袁
若溺水者呼吸心跳已经逐渐恢
复正常袁尽快联系急救中心袁送
溺水者去医院遥
致命急救误区院野倒挂控水法冶
溺水儿童的黄金抢救时间

只有 5分钟袁如果超过 5分钟袁
人的大脑就会因为长期缺氧而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遥 而野倒挂控
水法冶袁不仅会耽误黄金抢救时
间袁更会导致胃内容物排出袁反
而增加了误吸风险袁有害无益遥

渊瑞金市教科体局冤

绎近日袁沙洲坝镇清水小学开展了野关爱留守儿童 营造
家的温暖冶主题活动袁老师们通过心灵约谈尧共进午餐尧走访
家庭尧爱心连线等方式袁给留守学生传递爱和温暖遥 黄飞武

绎5月 20日袁武阳中学举行了瑞金五中片区青年教师课
件制作竞赛袁要求各参赛选手根据所教学科袁在规定的时间
内制作课件内容袁然后进行现场展示遥 邹盛 邹华南

绎5月 15日袁日东乡尧谢坊镇小学校际交流活动在日东
乡小学进行袁详细查看了校园环境创设尧师生精神面貌尧教师
教学常规尧学生素养提升尧学校资料建设等工作开展推进情
况遥 朱敏

绎近日袁 瑞金二中举行期中考试优秀学生表彰大会袁对
全校 304名学生授予野优秀学生冶称号袁并为受表彰的学生颁
发奖状尧奖品遥 黄昆 朱文梁

绎近日袁瑞明小学成立了校园安全护卫队袁主要职责为日
常巡视校园袁定期进行校园安全隐患排查袁全面关注与保护师
生的安全曰在上学尧放学高峰时段协助值日教师尧保安加强校门
值守袁维护校门周边治安遥 丁启贵

绎5月 21日袁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活
动举行袁以加强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学能力袁不断提高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遥 周春荣

绎近日袁武阳镇中心小学组织开展了学生读书分享竞赛
活动袁来自全镇十二所小学的 34名学生以演讲的方式袁分享
了各自的阅读故事尧阅读感悟或心得体会遥 陈尘

绎近日袁冈面乡黄浦希望小学和日东乡陈埜小学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袁利用各类渠道袁加强全校师生防火尧防溺水尧防
汛尧防传染病及食品安全的防范意识遥 罗建林 刘红
绎5月 17日袁拔英乡中心幼儿园邀请派出所警官来园进行法

治教育宣传袁为幼儿尧教师树立了学法尧知法尧懂法尧守法意识遥刘玲
绎5月 22日袁 黄柏乡小学召开了第三届二次教代会袁进

一步把教职工的知情权尧参与权尧表决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
处遥 刘启华

绎5月 15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邀请九堡镇派出所民警开
展法制进校园活动袁提高学生的防毒能力尧防毒意识遥 夏明

5 月 21
日袁井冈山小
学开展了以
野加强安全教
育袁建设平安
校园冶为主题
的微队课袁采
用了安全知
识竞答尧防溺
水情景剧尧安
全知识拍手
歌等喜闻乐
见的形式袁提
升学生的安
全意识和自
救能力遥

徐文慧

防溺水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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