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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朱景铭 赖海燕冤为确保全市困难群众得
到及时救助袁市民政局以强化兜底保障为目标袁充分发
挥临时救助制度的作用袁 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遥
今年以来袁 该局共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64 万多元袁 救助
579 户 1893 人遥

该局通过电话尧微信尧上户等多种方式袁结合乡镇尧
村渊社区冤疫情防控排查袁对低保对象尧特困人员尧老年
人尧残疾人尧困境儿童尧留守儿童民政兜底保障对象等进
行全面排查袁及时开通市尧乡两级救助热线 袁及时了解
困难群众的诉求遥为充分发挥临时救助野兜底中的兜底冶
功能袁规范临时救助审核审批程序袁全面落实委托乡镇
人民政府渊街道办事处冤开展临时救助审批的规定袁对排
查出来的因防控隔离等原因造成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
低保尧特困人员袁由各乡镇尧村委会及社区把关提出意
见袁按照野先行救助冶后补材料的方式袁及时给予临时救
助袁做到应帮尽帮尧应救尽救尧应保尽保袁切实兜住基本
生活保障底线遥同时袁建立全市困难群众信息报告平台袁
实行一日一报工作机制遥

象湖镇岗背村村民杨布春袁 患有肝癌丧失劳动力
花费巨额医药费袁享受农村低保袁通过象湖镇岗背村民
政干事反映其生活困难后袁按照野先行救助冶后补材料
的方式袁 及时给予了 5000 元临时救助遥 村民钟春娇袁
平时靠打工来维持生活袁 因疫情防控原因暂时不能出
去务工袁家庭生活出现困难袁得到临时救助后袁她非常
感动遥

3 月 12 日袁市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中革军委旧址组织开展了野播撒绿色环保袁年年植树树成
荫袁代代造林林成森冶的植树节主题党日活动袁旨在提高党员干部爱绿护绿意识袁呼吁广大群众保
护生态袁改善环境袁共建绿色家园遥 图为活动现场遥 刘娟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3 月 15 日袁
瑞 金 市 中 小 企
业 联 合 会 部 分
会 员 怀 着 敬 仰
之心袁来到红军
野荣誉 之 战 冶地
一 一 大 柏 地 前
村袁进行植树造
林袁以此缅怀革
命先烈袁传承红
色基因袁为红都
大 地 增 添 一 抹
绿遥

本报记者黄书文摄

宋平荣淘宝直播带货

实现涨粉销售双丰收
本报讯 渊记者崔晓燕冤3 月 15 日袁由江西省扶贫办尧

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野百县千品消费扶贫冶助销
活动在淘宝现场直播袁 我市在电商园设立了直播地点袁
市政府副市长宋平荣走进直播间袁 为瑞金扶贫农产品
野代言冶袁为农产品销售打野call冶遥

宋平荣一进入直播间袁 直播间弹幕便不停滚动袁在
和网友们打完招呼后袁他首先介绍了瑞金市情尧瑞金市
农产品大致情况和瑞金扶贫产品受疫情影响情况袁随
后在主播的带动下袁 他向网友们介绍起了当天推介的
首款产品要要要廖奶奶咸鸭蛋遥 宋平荣讲述了廖奶奶咸
鸭蛋的故事袁 同时主播现场还切开咸鸭蛋给大家展示
流油的画面并回答了今天直播的优惠价格尧 邮寄快递
等袁 现场不仅发优惠红包还进行随机截屏抽奖袁5 位幸
运网友免费获赠一大礼盒咸鸭蛋遥 宋平荣介绍完廖奶
奶咸鸭蛋后袁又相继向网友们推荐了华嬷嬷泡菜尧瑞金
富硒青辣椒等瑞金本地特色农产品袁 他一边介绍这些
农产品的特色一边时不时回答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袁在
1 个小时直播时间袁 观看人数由最开始的 3300 人直线
飙升到 24.6 万人遥

据了解袁目前我市种植蔬菜 15 万亩尧年产量 24 万
吨袁品种包括茄子尧辣椒尧白菜尧萝卜尧大蒜尧韭菜等袁拥有
规模 50 亩以上的商品蔬菜基地 32 个袁其中 500 亩以上
3 个袁万亩蔬菜示范基地 1 个曰种植油茶面积 14.9 万亩袁
拥有 500 亩以上油茶种植基地 19 个袁 油茶产业总产值
达到 4.5 亿元曰 种植白莲 2.62 万亩袁 干莲子年产量约
2300 吨袁年产值约 1.6 亿元遥

截至当日中午 12院00 时袁直播间向网友推荐瑞金扶
贫产品共有 13 个品种袁 其中排名靠前的订单有青辣椒
2913 份尧廖奶奶咸鸭蛋 578 份尧瑞金米粉 488 份尧华嬷
嬷泡菜 320 份尧圣女果 342 份袁总单量 5122 单袁总金额
135796 元袁 瑞金市扶贫助农直播间新增粉丝 4400 人遥
据悉袁直播持续到当日晚上九点遥

发挥临时救助作用

我市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送防
护用品袁慰问支援武汉人员家属袁
送爱心餐噎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袁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
协会主动对接有关厂商和有关部
门袁为抗击疫情积极奔走袁为助力
我市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尧总体战尧阻击战作出了积极贡
献袁彰显了社会群体的大爱真情遥

1 月下旬袁新冠肺炎迅速从武
汉向全国蔓延袁 瑞金周边多个县
市相继出现确诊病例袁 疫情防控
很快成了全国各地最重要的工
作遥 我市也不例外遥 我市坚持野内
防输入尧外防扩散冶的防控策略袁
在高速出口尧 县际交界处等地纷
纷设立劝导站遥 瑞金市红色文化
传承协会闻声而动袁 通过多方努
力袁募集到 N90 口罩 400 个尧矿泉
水 20 件尧方便面 20 箱尧饼干 8 箱袁
面包 4 箱袁并于 1 月 30 日送到瑞
金东尧瑞金南尧瑞金西尧瑞金北四
个劝导站袁 慰问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交警尧医务人员尧乡村干部袁为
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看到
爱心人士送来这么多物资袁 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人员都非常高兴遥

武汉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袁我市也于 1 月 26 日招募
首批驰援武汉人员袁 市各大医院
多名医务人员主动请缨驰援武
汉遥经过层层选拔袁市人民医院护
士曾桂花尧 曾璐成了首批驰援武
汉人员袁并于当晚成行遥 2 月 5 日
上午袁 瑞金市红色文化传承协会
组织人员袁为曾桂花尧曾璐家属分
别送去慰问金 1000 元以及价值
1000 元的食用油尧大米尧口罩等慰
问物资遥当天下午袁还前往市人民
医院尧 市场监管局尧 卫健委执行
局袁分别送去 N95 口罩 100 个尧一
次性口罩 260 个尧一次性口罩 260
个遥 2 月 6 日袁协会又组织人员前
往慰问市政协尧市文广新旅局尧市
行政审批局尧象湖敬老院和叶坪尧
云石山尧武阳尧壬田尧大柏地尧日东

等乡镇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袁
送去口罩共计 3300 个袁并送去矿
泉水尧方便面等慰问物资遥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伙
食怎么样钥 这个问题牵动着协会
会员的心遥 协会会员曾庆文是一
个热心肠袁平时就爱做好事袁疫情
当前袁 他又想着为疫情防控出点
力遥曾庆文经营了一家餐厅袁名叫
乐天雅食府袁在瑞金有一定名气遥
结合自己的工作袁 他盘算着为疫
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送爱心餐遥
从 2 月 10 日起到 2 月 12 日袁在
其他会员的帮助下袁他连续三天
前往象湖镇各劝导站尧小区入口
和谢坊劝导站等处送爱心餐袁前
后三天的送餐数量分别为 1392
份尧1440 份和 1720 份遥 此外袁协
会会员杨凌渊万家乐农庄冤尧谢南
海等也加入到送爱心餐送夜宵
的行列中袁为一线工作人员加油
鼓劲袁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遥

红色文化传承协会院

积极抗击疫情 彰显大爱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