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连日来袁市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各乡
镇袁为全市 832 名林长制护林员配发北斗导航手
机袁并讲解了北斗手机的功能和用途遥 该手机可
随时掌握每位护林员所处的位置和巡山路线袁准
确了解他们的工作动态袁提高护林员的护林巡查
能力遥 图为 3 月 20 日袁工作人员在冈面乡为护林
员发放北斗手机遥 许宽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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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刘立瑞 记者钟剑
灵冤近日袁我市发布叶关于开展野致
敬窑2020 清明祭英烈冶 网上祭扫
活动的通知曳遥叶通知曳要求袁以野致
敬窑2020 清明祭英烈冶为主题袁以
缅怀先烈尧弘扬英烈精神为重点袁
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尧 抗战胜
利 75 周年尧 志愿军入朝参战 70
周年等重大事件袁开展网上祭扫袁
致敬英雄烈士遥

活动时间为即日起到 4 月
10 日遥 活动内容包括搭建网上祭
扫平台尧利用新媒体开展服务尧网
上互动参与尧 收听收看网上直播
四个方面遥

搭建网上祭扫平台遥 以引导
野网上祭扫冶尧避免现场祭扫聚集为
导向袁依托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户网
站尧 中华英烈网和红土魂要要要江
西英烈网开设网上祭扫专栏袁设立
全国尧全省集中统一的网上祭扫平

台袁作为开展祭扫英烈等褒扬纪念
活动的重要阵地和途径袁为广大烈
属尧退役军人和社会各界开展网上
祭扫纪念英烈等各种纪念活动提
供便利遥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袁
继续开展野为烈士寻亲冶活动遥

利用新媒体开展服务遥 要充
分利用自有网站尧微博尧微信尧头
条尧抖音尧快手等新媒体袁开展网
上祭扫活动遥 在新媒体平台上关
注 野中华英烈网冶野红土魂要要要江
西英烈网冶等相应平台上的账号遥
要在本单位网站或相关网站醒目
位置加入 野致敬窑2020 清明祭英
烈冶活动专栏链接袁与中华英烈网
等融媒体形成内容发布互动机
制袁形成集群宣传效果遥

网上互动参与遥 强化致敬和
精神传承的主题袁 通过网络着重
策划英烈保护知识网络答题尧感
念寄语征集尧征文等活动袁吸引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遥 要及时收集和
总结本地好的经验做法尧 烈士家
书和红色经典影视尧文章尧诗词等
文化作品以及身边的英烈精神感
人故事袁 报送至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袁 并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择优
推荐至各大新闻媒体袁 扩大宣传
效果遥

收听收看网上直播遥 活动期
间袁 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开展以下
直播院 一是对第七批在韩志愿军
烈士遗骸迎回安葬活动进行网上
直播曰 二是对部分有特色的烈士
陵园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特殊时期
缅怀祭扫烈士的工作情况进行直
播曰 三是做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牺牲英烈安葬缅怀纪念活动的
宣传或直播遥 届时各乡镇尧 各部
门尧 各单位要组织好收听收看工
作袁 让烈属更多更深感知社会对
烈士的尊崇和缅怀遥

近 年 来 袁 文
明祭扫意识已经
深入人心袁 越来
越多的人们改变
传 统 燃香 烛 尧烧
纸 钱 的 祭 扫 形
式袁 通过鲜花祭
扫表达对亲人的
缅怀遥 图为 3 月
20 日袁 在黄柏乡
大岭脑一位摊主
正 在 整理 花 束 袁
等待做清明的人
前来买花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部分年级 4月 7日返校学习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3 月 20 日袁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印发 叶关于做好 2020 年
春季学期全省高三尧初三年级学生和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年级学生返校学习相关工作的通知曳袁明
确高三尧初三年级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年级
学生返校学习时间为 4 月 7 日遥

通知明确袁全省高三尧初三年级渊含九年一贯
制学校九年级冤 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年级学
生 4 月 7 日渊星期二冤返校学习遥 初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其他年级尧小学和高校继续开展线上教学遥

通知要求袁各地各校要完善学生返校学习条
件袁师生员工在校必须佩戴口罩袁学生宿舍实行
封闭管理遥通知还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小班化
教学袁鼓励学生步行上下学等遥

省教育厅表示袁 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袁
组织相关方面科学研判后袁确定初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其他年级尧小学尧幼儿园尧高校学生返校
(园)学习时间袁适时提前向社会公布遥

警民合作 耐心教育
一入境男子接受定点隔离观察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市公安局把严防境外输

入作为现阶段战野疫冶工作最重要尧最紧迫的任务遥
近日袁公安民警迅速出警袁对一位试图隐瞒出入境
史尧 逃避必要隔离的瑞金籍男子进行严肃而又耐
心的教育训诫袁并把他送往我市指定隔离点遥

3 月 17 日晚袁 市公安局象湖派出所民警接
到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求助称院野一名从国
外入境的瑞金籍男子刘某振袁不配合疫情期间的
隔离观察袁请求民警帮助遥 冶

接警后袁民警迅速赶往刘某振住处袁并与刘
某振交谈袁 得知他于 3 月 12 日从菲律宾乘坐飞
机入境袁 在广州落地后于 13 日乘坐动车回到瑞
金袁期间一直未及时向防疫部门进行申报遥 民警
在与刘某振接触时袁他情绪激动袁拒不配合社区
的隔离要求遥考虑到当前是防控疫情境外输入的
关键时期袁民警耐心向其宣传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及相关法律法规袁让其认识到一个细微的环节出
差错袁 都可能导致无数工作人员的心血付之东
流袁希望其积极配合我市疫情防控工作遥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劝说袁刘某振最终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袁并接受身体基础检查遥 在确认体温
无异常后袁民警和医务人员将其送往我市指定隔
离点接受规定时长的观察遥

绎2019 年年初袁我市企业退休人员野手机刷脸冶资格认
证平台启用袁运行近一年来袁已有 1700 多位退休老人通过手
机刷脸轻松完成认证袁操作方便袁反响良好遥

杨明 记者黄书文
绎面对疫情袁 恒邦财险瑞金支公司转变保险服务方式袁

积极解决各地各校因未开学导致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面临脱
保问题袁推出了野停学不停保冶惠民便民政策袁支持我市教育
工作遥 记者温庆本

绎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袁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袁市社保局
对符合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降费政策的参保单位给予减免
社保费用遥 对于已按照原有标准缴纳了 2020 年 2 月份社会
保险费的企业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退费袁其中企业养老保险
涉及退费单位 166 个袁退费金额 124.78 万元曰工伤保险涉及
退费单位 135 个袁金额 11.61 万元袁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线上
支付遥 谢友琼 记者温庆本

绎泽覃乡五龙村杨屋小组村民杨长春是原化机厂退休
的老党员遥 日前袁他把 1000 元钱交给了五龙村村支书袁委托
他把钱捐赠到抗疫一线遥 刘石林

绎为使学生宅家练习书法有范可依袁黄柏乡小学教师钟
华自书自制与教材同步的三至六年级软笔字教学小视频袁并
在黄柏乡小学教师微信群分享遥 刘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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