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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火车站广场店面等资产公开招租公告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关规

定袁我公司将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对瑞金市火车站广
场 30 间店面尧沙洲坝原财政局标准厂房三楼尧红都
广场金满地商业广场等资产经营权进行公开招租袁
报名截止时间自公开之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7 日下
午 5:30遥 详情请咨询国资公司资产经营部 2585811尧
13217072086渊郭冤遥

瑞金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30 日

杨明持有的证号为瑞国用 渊2005冤字
第 011500106 号土地使用证壹本渊土地坐
落于瑞明村白屋子小组冤 遗失袁 声明作
废遥

野江西丰仁建设有限公司瑞金分公
司冶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日东乡小学将全乡 9 个学校划为两个片
区袁整合片区力量袁精选各年级各科直播老师袁
在开展网课学习的基础上袁 用钉钉联播的方式
为孩子们讲授作业袁学生提交作业尧参与直播人
数接近 100%遥 周春鑫

绎针对在线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及部分
学生不及时完成作业的情况袁近日袁黄柏中心小
学组织相关教师上门督促检查袁 并进行必要的
学习指导与帮助遥 刘启华

绎近日袁武阳镇中心小学利用野清明节冶这
一传统节日袁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袁开展
野清明祭英烈冶主题系列活动袁缅怀先烈袁引导少
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遥 陈尘

绎井冈山小学近日开展了 野缅怀窑致敬窑传
承要要要清明祭英烈冶主题活动袁通过组织学生网
上鞠躬尧献花尧向英烈致敬袁以及开展野手绘英
烈冶尧野革命英烈袁请您听我说冶尧诵读红色故事尧
诵读红色家书等系列活动袁 来寄托少先队员对
革命先烈的无限怀念和敬仰遥 刘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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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记者从市教
科体局获悉袁我市将从全市所有取得办
园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中遴选租赁办
园条件较好的园所袁扩充公办幼儿园学
位 3350 个遥

根据国家和省文件要求袁按照野政
府主导尧社会参与尧公办民办并举冶的
思路袁顺应群众期盼袁推进解决野入园
难尧入园贵冶问题袁我市计划遴选民办
幼儿园举办公办幼儿园袁 按照 野公开尧
公平尧公正尧自愿冶的原则袁遴选具有先
进办园理念尧 社会认可度高的民办幼
儿园袁 通过租赁的方式举办成公办幼
儿园遥

幼儿园的必备条件要求设置在安
全区域袁无危险建筑袁无污染尧噪音及重
大安全隐患袁园舍符合要求曰各类用房
齐全袁有活动室尧寝室尧幼儿厕所尧多功
能室尧厨房尧保健室尧阅览室尧办公室等曰
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幼儿桌椅和单人床袁
有较完备的生活和卫生用品袁有防暑降
温和防寒保暖设施曰 办园具有一定规
模袁原则上有 9 个班袁270 个学位袁最低
不少于 6 个班袁180 个学位曰 举办人具
有园舍产权或与房主签订的租赁协议
至少还剩余三年袁 举办人与合伙人尧房
主无办园方面纠纷等遥

遴选及举办办法袁 符合必备条件
的民办幼儿园向市教科体局申报袁初
选后进行公示遥 由市教科体局组织市
财政局尧市住建局尧市国资公司等部门
组成评估组袁 进行实地考察评估遥 根
据城区公办园布点指导数尧 学龄幼儿
分布状况尧实地评估得分等袁择优确定
拟租赁民办幼儿园名单袁 并通过有关
媒体向社会进行第二次公示遥 公示
后袁 由市教科体局与经公示无异议的
民办幼儿园签订叶租赁协议书曳袁协议

根据实际需求一年一签遥
已签订叶租赁协议书曳的民办幼儿园袁按照公办园

的三条底线标准渊办园主体是教育主管部门或下属事
业单位尧园长必须是公办在编人员且有一定数量的公
办在编教师作为骨干尧 必须执行公办幼儿园收费标
准冤袁举办成公办幼儿园分园遥 收费标准按照省级示范
园渊每幼儿 300 元/月冤尧市级示范园渊每幼儿 280 元/
月冤尧 普通幼儿园 渊每幼儿 260 元/月冤 标准收取保教
费遥 市财政拨付生均公用经费渊每幼儿 600 元/年冤袁并
按每班野一教一保冶拨付保教人员工资渊教师月平均工
资 1730 元袁 保育员月平均工资按 2019 年最低工资标
准 1470 元袁全年发放 12 个月工资冤遥

目前袁已有 19 家符合必备条件的民办幼儿园申报袁
正在进行公示遥

4 月 7 日袁全省高三尧初三年级学
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年级学生将
返校学习袁将严格实行野点对点冶渊家
庭与学校冤闭环管理遥

学生野点对点冶往返于家庭与学校
学生上学尧放学途中应全程戴口

罩袁采取自行接送尧骑自行车尧步行或
乘坐定制公交等方式袁野点对点冶往返
于家庭与学校遥 各校要掌握每一位学
生往返学校的出行动态袁确保学生不
在上学尧放学途中进入除家庭和学校
之外的其他场所尧不与除家人和学校
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接触遥

加强三个方面的管理
加强校园活动闭环管理方面袁要

按照野网格化冶要求袁建立楼门管理制
度袁避免楼间无关人员流动袁做到学
习尧生活空间相对固定遥 人员之间保
持一定距离袁避免近距离接触遥 人员

活动轨迹尧关联对象相对固定袁以班
级为活动单元袁 尽可能缩小接触范
围袁形成闭环遥

加强餐饮安全闭环管理方面袁要
严格执行学校食堂和学生集中用餐
卫生安全管理制度袁 做到进货有票
据尧有台账尧食品留样和卫生清洁有
记录尧分餐和送餐有秩序袁坚决防止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遥 就餐实行分段错
峰和分餐制袁 人员单独就坐袁 间隔 1
米以上遥

加强学生住宿闭环管理方面袁学
生进出宿舍必须实名验证袁宿舍之间
不允许串门袁避免人群交叉遥 实行晚
点名制度袁严禁寄宿生夜不归宿遥

学生如出现有关症状应立即报
告学校

学生如出现发热尧干咳尧乏力尧鼻
塞尧流涕尧咽痛尧腹泻等症状袁应立即
报告学校袁学校迅速将其安排到健康

观察区渊室冤进行隔离袁同时报告疾控
机构袁并按规定程序送辖区定点医院
诊治遥 对符合密切接触者判断标准的
人员袁由属地疾控机构组织开展隔离
医学观察袁并对其所到场所进行清洁
消毒遥

把好闭环管理的每一环
学校教职员工要以身作则袁模范

执行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袁自觉做好
自我防护遥

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袁 明确职
责袁严格管理袁细化实化野点对点冶闭
环管理的各项措施袁把好闭环管理的
每一个环节袁 做到学校严格要求尧教
职工以身示范尧学生自觉遵守尧家长
密切配合尧相关部门主动作为袁确保
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野两手抓尧两不
误冶袁让学生安全上学尧平安回家袁让
家长放心袁让社会放心遥

柴葳

野知识尚有漫长的一生
去学习袁但教养的成败却完
全在早期冶遥

美国传奇作家哈珀窑
李袁 一生只写过两部作品袁
却是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
一遥

时隔半个多世纪袁她的
作品仍然是美国学生的必
读书袁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
畅销书袁仍然是成长教育图
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遥

一个社会的面貌在很
大程度上便是家庭教育的
面貌遥 哈珀窑李留给我们
的袁是一种清朗明确的教育
观袁 没有对苟且的暧昧袁没
有对正直的顾虑袁没有对责
任的推诿遥 必然有一天袁我
们都要独自上路袁也终究有
一天袁我们不再能陪伴和保
护我们的孩子袁因此袁每个
人都应该读哈珀窑李袁 尽快
了解袁 世界是不公平的袁要
体面地与这个世界尧与自我
安处袁 取决于好的人生初
始遥

当我们看到共享单车
的惨状袁看到无人搀扶的倒
地老人袁看到街头披头散发
的谩骂袁看到被涂鸦的古城
墙袁 不要责怪这个社会袁 而要回望一下童
年袁其中必有家庭教育的缺位遥也许就是父
母一个错误的动作袁一句错误的话袁一个错
误的回应袁未来便少了一分体面遥

如果你不明白要怎么做袁 就来学一下
哈珀窑李赋予知更鸟家庭的智慧院

关于孩子说脏话院 说脏话是所有孩子
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袁 随着他们一天天长
大袁 他们会发现满口脏话并不能让他们成
为众人瞩目的明星袁 他们就会改掉这个毛
病遥 但是脾气暴躁可不好改遥

关于生活院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类人袁
他们只顾担心来世袁 根本不去学习在今生
如何做人遥

关于与人交往院 与人交谈的礼貌做法
是谈论对方感兴趣的事情袁 而不是大谈特
谈自己的兴趣点遥

关于宽容院 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
一个人袁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袁站
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遥

关于底线院 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
原则袁那就是人的良心遥

关于为人父母院有时候袁我觉得自己作
为一个父亲很失败袁简直一无是处袁可我就
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遥在这个世界上袁杰姆
最先看的人是我袁然后才去看别人袁我一直
努力让自己活得堂堂正正袁 能够直视他的
目光噎噎如果我默许这种事情发生袁 坦率
地说袁 我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他的
眼睛袁如果是这样的话袁我就知道自己已经
永远失去了他遥

关于勇敢院 我想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
真正的勇敢袁 而不是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手
里拿把枪就是勇敢遥勇敢就是袁在你还没开
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袁 但依然义
无反顾地去做袁 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
到底遥 李厚朴

学生返校学习实行“点对点”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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