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熊伟 美编 / 卢毅 校对 / 余卫华

新闻综合

Nanchang news

南昌

2022 年 8 月 5 日 星期五

07

我省全面开展校园（含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严防不法分子和危险物品进入校园
8 月 4 日，记者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对暑
期托管服务的所有学校，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切实加
强校园安全管理，全力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胡萧

高温持续霸屏
南昌“
热情”不减
高温天气将持续到 8 月中下旬

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
一律不得开办暑期校内托管服务
我省全面开展校园（含幼儿园）安全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 对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
实、安防建设、周边综合治理、消防安全、校
车安全、 学生集中活动场所等逐一进行摸
排，特别是要做好涉校涉生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严防激化升级引发伤害事件，切实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要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安全
管理，重点排查所有培训机构的安全设施和
保障措施。 要加强对暑期校内托管服务的安
全监管， 防暑条件不到位的一律不得开办，
保安人员不到位的一律不得开办，安全保障
措施不到位的一律不得开办。
持续强化校园安全防范建设， 确保专
职保安员、护学岗、封闭化管理、一键式紧
急报警和视频监控系统配备 100%达标。 要
进一步加强校园安保队伍建设， 加大培训
力度，提升专业素质，配足配齐校园安防八
件套设备，确保安保人员在职在岗，尽心履
责，并具备熟练操作技能。 一键式紧急报警
和视频监控系统要与属地公安机关、 教育
部门实现联网，确保实现一键报警，及时联
动处置。

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制度
各地各校须了解掌握校园周边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涉访
滋事人员和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偏执、
扬言报复社会等易肇事肇祸人员的信息、动
向，严防其在校园及周边实施极端暴力犯罪
或肇事肇祸。
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制度，发挥安检门的
作用，认真查验出入学校人员和车辆，严防
不法分子和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
要加大校内重点部位、区域巡查力度，加强
校内人员管理。 要会同公安、政法等部门进
一步健全公安民警为主导， 警务辅助人员、
学校安保人员和群防群治力量共同参与的
“护学岗”机制，做好上下学时段校门周边防
控工作，确保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安全可控。
始终坚持“两个至上”，牢固树立“安全
工作无小事”的思想，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刻
认识维护学校安全、 学生安全的极端重要
性，不断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认真落实
学校安全工作职责， 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把学校安全责任落到实
处，把校园安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防
范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
者 陈艳萍 史雨轩 眼看周末就
要立秋了，可是南昌依然“热情”
不减，近日，气象部门更是连发高
温橙色预警。 记者从南昌市气象

部门了解到， 南昌高温天气将持
续到 8 月中下旬。 5 日我市晴，局
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 日 -10
日受副高控制，晴热高温，局部午
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昌今起三天天气预报

8月5日
晴，29℃~37℃

8月6日
晴，29℃~37℃

8月7日
晴，30℃~38℃

弘扬传统文化 巧手共度七夕

医保业务
“家门口”就能办
青山湖区构建 10 分钟医保服务圈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熊金
标 实习生 陈三娣 居民群众查询及办理
医保业务，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了。 4
日上午，记者了解到，青山湖区着力推进
“医疗保障综合改革先行示范区”建设，围
绕“统一规范、下沉基层、高效便捷、治理
创新”的改革主线，从“窗口服务、经办体
系、办事体验、基金监管”等方面，着力实
现县（区）医保服务“标准化、便捷化、品牌
化、长效化”的目标，让群众健康“医靠”更
顺、更暖、更安稳。
据青山湖区医疗保障局局长何琴介
绍，该局着力打造全国医疗保障服务示范
窗口。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设备，制定线
上办事指南，逐个事项编制标准化、操作
性强的受理工作规程， 统一服务标准，细
化“
好差评”制度，加强结果运用。 推行“全
流程”咨询导办服务，在大厅设立综合性
咨询服务导办台，安排专人专岗，对办理
事项、流程、环节、材料提交等进行全流程
辅导和解答。 提供“保姆式”帮办代办服
务，为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建立辅助
代办（帮办）服务机制，及时提供现场或上
门服务。

同时，青山湖区医保局在镇（街道、园
区）和定点医疗机构打造医保经办服务示
范点，推进医保服务下沉，补齐基层医保
能力配置短板，将优质医保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 构建 10 分钟医保服务圈，与辖区
内银行、定点医药机构等合作，建设医疗
保障一体化服务中心，进一步延伸医保服
务触角，将与就医过程紧密相关的事项下
放至定点医疗机构办理，拓展自助服务功
能，在合作单位设置自助服务区，方便群
众查询及办理医保业务，使群众需求与政
务服务实现无缝对接，畅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据介绍， 青山湖区医保局持续推行
“比心工作法”，着力实现“服务态度热情
周到、业务经办规范统一、办事流程便民
利民、服务环境舒适温馨、服务体系科学
高效”的暖心爽心办事体验。 推行异地就
医跟踪服务， 为每位办理异地就医转诊
人员确定医保跟踪服务人员， 开展从申
办到入院、住 院 、 结 算 、 出 院 的“全 程 跟
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异地就医中出现
的各类问题， 让参保人员身在异地感觉
“在家”。

拆除违规广告牌 净化市容环境
王雪晴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熊金标 实习生
陈三娣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营造干净、 有序的城市环
境，8 月 2 日至 3 日，青山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配合湖
坊镇综合执法队，联合青山湖区市监、公安、交警多方力量，
对南昌市废旧钢材交易市场、江西旧货大市场、香江家居市
场等三个市场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商家违规设置广告牌、出店经营、乱吊乱挂、乱堆乱
放等违法违规行为，湖坊镇综合执法队现场对违规商家进行
了口头劝导、批评教育，整治商家出店经营 67 处，劝导商家
自行整治出店经营 152 处。 同时，联合执法队还对商家违规
设置的广告牌进行拆除，共计拆除大型广告牌及违规设置的
一店多招小型广告牌 163 块。

分类信息·遗失公告专栏
遗失·公告刊登热线 微信扫一扫
13307005888
本人遗失南昌绿地申博置业有限
遗 公司票据一张，票据号：01863361，房
号：商 5 地块 5-1407，姓名：罗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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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琛
文 / 图 为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增进青少
年对传统节日的了解，近日，南昌县冈上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蚕石村开展七夕主题
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了
七夕的传说、习俗以及文化内涵，并带领大
家一起诵读了《鹊桥仙》等经典古诗词，让

孩子们在诵读中感受传统经典文化的韵律
美、语言美。
在手工制作环节，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手串珠链，起初孩子们还略显生疏，
但孩子们兴致盎然， 慢慢动作也越来越熟
练，通过不同方式的排列组合，将各色的珠
子串成了漂亮的手链和项链。 活动不仅让孩
子们体验了手工制作的乐趣，也让孩子们了
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修补破损路面 方便群众出行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琛
为营造整洁、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改善群
众出行环境，连日来，南昌县广福镇对辖区
基础民生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组织人员
维修破损路面、人行道、窨井盖、排水沟、路
沿石等。 同时，对城乡道路、进村道路等进行
提质升级，维修破损人行道和窨井盖、更新

老旧下水管网等， 逐步把治理脉络向城乡
“
毛细血管”延伸。
截至目前，该镇维修主要道路人行道、
进村道 路 等 200 余 平 方 米 ， 维 修 路 沿 石
100 余米，更换破损窨井盖 20 余个，修补
路边窨井 10 余处，清除路边杂草树枝 100
余吨。

江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昌县分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JY22JX01005953 南昌县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批店面五年租赁权
详见项目概况
JY22JX01006165 南昌县公园路 29 号粮食局一楼店面（建筑面积约 100㎡）五年租赁权
五年 15 万元
单位地址：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富山大道 1128 号小蓝开发区服务中心三楼
联 系 人: 姜先生、谢女士 0791-85988962
网 址：http://jxsggzy.cn/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