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在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推广“尊崇工作法”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近日袁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获悉袁为推动我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袁从今年开始袁我市将在退役军人事务系
统推广野尊崇工作法冶遥

据了解袁野尊崇工作法冶的主要内容是野七个一冶袁即院
打造野一域一队伍冶尧建立野一人一台账冶尧落实野一家一对
接冶袁组织野一周一活动冶尧开展野一月一堂课冶尧实施野一季
一走访冶尧举办野一年一评选冶遥

为将野尊崇工作法冶的主要内容落实落细袁我市还将
持续开展好野四项行动冶袁即野健康关爱行动冶袁将残疾军
人尧野两红冶人员和野三属冶纳入家庭医生签约重点服务人
群袁定期开展上门随访和义诊曰野就业帮扶冶行动袁为退役
军人和现役军人家属提供创业发展公共平台袁举办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袁提供免费技能培训曰野文化暖心冶行动袁
定期组织送图书尧送戏下乡袁丰富退役军人和军属的文
化生活曰野结对解困冶行动袁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与
困难退役军人结对袁通过救济帮扶尧产业帮扶尧智力帮扶
等形式袁提高退役军人发展能力遥

野我们要通过推广耶尊崇工作法爷袁实现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服务有队伍尧沟通有渠道尧困难有帮扶尧活
动有组织尧荣誉有激励袁退役军人的社会地位更加尊崇袁
退役军人的作用发挥更加明显遥冶该局工作人员介绍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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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袁 红都义工联合会组织 80 余名志愿者来到
中革军委旧址后山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袁当天共种下 200 多
棵树木袁为红都增添一抹绿遥 本报记者黄书文摄

2020 年春节是一个特殊的春
节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袁全国亿万同胞众志成城袁投入
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遥 在同时
间赛跑袁 与病毒较量的紧要关头袁
人民银行瑞金市支行有一名 95 后
青年始终奋战在防疫抗疫第一线袁
每天 24 小时待命袁手机从未离身片
刻袁哪里任务重他就去哪里袁始终
坚守在自己的服务岗位上袁书写青
春责任与担当遥 野抗击疫情我先
上浴 冶他就是人民银行瑞金支行干
部何林广遥

我是青年我先上
面对突发疫情袁 何林广积极响

应团支部野我是青年我先上袁责任在
先我在前冶的倡议袁积极发挥瑞金市
革命老区不怕苦尧不怕累的精神袁自
除夕开始一直坚守野疫冶线开展疫情
宣传遥 为进一步扩大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宣传覆盖面袁 确保信息传递及
时准确袁他每天爬上一层层楼梯袁穿
行一个个街口袁一次次站在不理解尧
抱怨声不断的居民门前袁 用真情感
染着辖区每家每户遥通过野面对面冶尧野面对门冶尧野大喇叭冶
等多渠道宣传袁发放宣传资料 600 余份袁播放宣传语音
50 余次遥

我最熟悉我先上
当领导安排入户排查任务时袁何林广主动提出野网

格辖区的情况我最熟悉袁我先上冶遥野您好袁我是人民银行
志愿者袁 请问最近有没有湖北或武汉的亲人来访问钥 冶
野请问家中有没有感冒发烧的钥冶噎噎这是他每次入户排
查时的开场白遥 白天袁他不顾风雨在外入户排查曰晚上袁
他坚持回到办公室将收集的数据整理汇总袁 梳理分类遥
通过反复地毯式排查袁 何林广对辖区 27 个单元 292 个
住户都进行了摸排登记遥

我有时间我先上
支行年龄较大的多袁何林广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遥 他

说院野我最小袁又未婚袁时间多袁我先上冶遥 作为办公室一
员袁 他坚持每天一早一晚对支行每个角落进行杀菌消
毒袁为干部职工提供安全放心的办公环境遥疫情期间袁身
为科技岗袁他坚持每天到机房对重要 IT 基础设施巡检袁
为征信查询机切换网络袁为支付清算尧国库等重要业务
系统运行提供底层支持袁为疫情期间财政防控资金及时
划拨到位保驾护航遥

平时何林广话不多袁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基层央
行青年的初心和使命遥他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带领其他
职工奉献在瑞金抗疫一线袁守护老百姓的安康遥 他信心
满满院野没有战胜不了的疫情浴只要大家手拉手尧心连心袁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浴 冶遥

本报讯 渊朱耀华 记者郑
薇冤3 月 16 日袁象湖镇联合市城
建综合执法大队尧征收办尧自然
资源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已挂
网出让地金融珠宝商务区 A 块
地袁 共 92 亩用地进行集中清表
交地遥

在清表前袁 项目所在地桔
林村野两委冶干部在驻村领导尧
驻村干部的带领下袁 知难而不
言难袁充分发扬野艰苦奋斗尧连

续作战冶的精神袁深入到相关农
户家反复做思想工作袁 在面积
丈量尧 地上附着物核算等各个
环节始终坚持野一把尺子尧一个
标准冶袁公平尧公正尧公开地开展
征地清表工作袁 取得了群众理
解尧支持遥

为了确保此次清表行动顺
利推进袁该镇动用挖机 7 台尧铲
车 6 台对项目用地上的青菜尧
苗木等地上附着物进行了清

理遥 由于前期工作做得深尧细尧
实袁现场指挥得当袁整个清表行
动井然有序遥 从上午八点半直
至下午三点袁历时 6 个半小时袁
清表行动顺利结束袁 实现清表
交地 92 亩遥

为加快恢复生产生活袁象湖
镇一手抓疫情防控袁一手抓复产
复工袁为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复工
抢工期尧抓进度尧全力攻坚袁到目
前为止共清表交地 178 亩遥

本报讯渊记者温庆本冤野今天
我们超市供应 2000 只口罩袁到
下午还有积余袁口罩像普通商品
一样了袁再也看不到抢购潮浴 冶3
月 16 日袁 我市城区一家药品超
市工作人员介绍遥这是我市生产
生活渐趋平稳走向常态的一个
写照遥

连日来袁我市按照野外畅内
紧尧精准施策冶的要求袁组建六
个行业工作组袁 分类分阶段组
织各行业复工复产遥 目前袁我市
规上企业复工 72 户袁 市本级重
点项目复工率达 100%袁 商业网
点除健身房尧KTV 等聚集性场
所外全面开业袁农业生产尧农资

供应尧建筑企业尧物流运输等行
业全面复工遥 复工复产在加紧袁
疫情防控也不放松遥 根据疫情
防控的变化袁 我市一级响应调
整为三级响应袁 将佩戴口罩作
为出行硬性条件袁实行野撤岗不
撤人冶袁在村渊社区冤路口尧小区
出入口开展劝导管控袁 引导群
众加强自我管理遥

为回应口罩购买需求袁解
决生产生活出行问题袁 我市一
边组织物资供应袁 一边增强生
产能力袁 目前两家本地企业日
产口罩达 11 万只袁已向群众集
中免费发放 5 万只口罩袁 向各
指定药店尧 商超多批次投放口

罩遥
据悉袁3 月 14 日起袁我市连

续十天投放 65 万只低价口罩袁
居民凭身份证到指定药超购买袁
每次限购 10 只遥 据市商务局局
长许献琦介绍袁这次口罩投放后
市场平稳有序袁与前几次形成鲜
明对比遥 据他回忆袁年初城区一
家超市同样投放低价限购口罩袁
出现全天排长队现象袁曾出动警
察和干部前往维持秩序曰后来市
里组织了一次免费预约发放袁也
曾出现两千只口罩半小时内抢
完的情况袁而这次市场平静表明
全市防疫物资充足袁满足了群众
复工复产需求遥

象湖镇

集中力量加快项目攻坚
累计清表交地 178亩

65 万只口罩投放市场再无抢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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