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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保护野生动物 拒绝“野味”上餐桌

见习记者 朱宇庆 本报记者 郑欢

社 保 卡 遗 失 了 怎 么 补 办 ？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有 什 么 条 件 ？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如何入学？

农村居民建房选址应避让哪些区域？

日前，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禁止和严厉打击非法捕杀、交易、食

用野生动物的行为。 那么，我市相关部门针对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市民

对此有何看法？ 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市民徐先生：我想了解一下，社保卡遗失了

怎么办？

市人社局：进入“ 江西社会保障卡”微信小

程序，社会保障卡全业务均可通过线上“ 一站

式”办理。 如办理遗失业务，首先微信搜索“ 江

西社会保障卡”微信小程序，进入“ 江西社会保

障卡”微信小程序办事大厅，然后点击“ 社保卡

挂失”及“ 社保卡补换”，按流程操作并支付相

应费用即可。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线上社保卡

补换业务默认邮寄方式，不支持现场领取。 欲

了解其他详情 ， 可致电咨询人社服务热线 ：

12333

。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罗先生：我想了解一下，领取失业保险

金有什么条件？

市就业局： 失业保险是一项对失业人员非

本人意愿失业进行救济的社会保险， 江西省目

前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分三类区域的不同

标准执行 ，分别是一类区域

1340

元

/

月 ，二类

区域

1260

元

/

月，三类区域

1180

元

/

月。在这里

提醒市民，领取失业保险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前

提：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

费满

1

年、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而非因本人

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况包含以下几种情况：终止

劳动合同的； 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因

用人单位不按规定提供劳动条件，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的 ；因用人单位以暴力 、胁迫或者限制

人身自由等手段强迫劳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的；因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或者不按规定

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劳动报酬，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的；因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

集体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的；因用人单位扣押身份、资质、资历

等证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因用人单位未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拒绝买卖和食用“野味”

“ 我老家在偏远山村，依山傍水，小

时候经常在大人的带领下， 到山里抓捕

蛇、野兔和竹鼠等‘ 野味’吃。 这些年，随

着相关部门的不断宣传， 大家都不去猎

捕及食用这些野生动物了。 ”市民董先生

说，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管住嘴，拒

绝食用“ 野味”。

采访中，不少市民均表示，对食用野

生动物的行为不支持， 甚至应严厉打击。

正在读大三的郑迪对记者说：“ 野生动物

是人类的朋友，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但同时，野生动物也是天然的‘ 病

毒库’，可能是寄生虫和病毒的携带者。 因

此，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为

了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拒绝食用‘ 野

味’应成为基本常识。 我们不仅要拒绝吃

‘ 野味’，更要拒绝交易‘ 野味’。 要知道，没

有需求，就没有买卖，也就没有杀害。 ”

“ 以前在农贸市场周边，见到过有人

售卖野兔、蛇等‘ 野味’，甚至还在现场宰

杀。 ”家住现代城小区的市民程女士对记

者说，“ 滥食野生动物是陋习， 是造成非

法捕杀野生动物的重要原因。 我们每个

人都要从自我做起，拒绝‘ 野味’。 同时，

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避免‘ 野味’

流向餐桌。 ”

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 针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我们积极开

展了对公众的宣传教育、 打击滥捕滥猎

违法犯罪活动等。 宣传教育方面，我们先

后成功举办了‘ 麋鹿回归鄱阳湖’、‘ 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蓝冠噪鹛科学发现百年’

纪念活动、‘

2019

鄱阳湖国际观鸟周’等

一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宣传纪

念活动。 针对非法捕猎、破坏野生动物等

执法打击，我们先后开展了‘ 保护鄱阳湖

越冬候鸟和湿地资源专项行动’、‘ 打击

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 严打生态犯罪、 护航美丽江西’

专项行动、‘ 打击犀牛角和虎及其制品非

法贸易专项行动’、‘

2019

打击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专项行动’ 等一系列野生动物

保护行动。 ”市林业局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近三年

来， 他们共立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358

起，破案

303

起，刑拘

199

人。 野生动物

行政案件受理

135

起，查处

130

起，收缴

野生动物

1027

（ 只、头） ，处罚

126

人次，

先后查处

12.27

特大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案、“

8.25

”非法运输夜鹭案

等一批大案要案。 同时，依托林长制

APP

智慧平台， 对野外发现非法猎捕野生动

物以及野生动物异常死亡情况做到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接下来，我们

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 继续

加大监管及宣传力度，保护野生动物。 ”

该负责人表示。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开展以来，

我们组织全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通过控

源头、禁市场、查餐馆、清网络等有力举

措，深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店、食

品加工厂、人工繁育基地、运输企业等场

所，运用监管执法

+

大数据手段，对辖区内

平台、网站、网店开展监测，强化联防联

控， 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行

为。 ”采访中，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据统计，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

期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各类经营场

所

4430

个次； 检查各类经营户

16755

个

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7219

人次，开展宣

传活动

256

次； 监测线上经营者

380

个

次，未发现野生动物交易信息。

呼吁：发现违法现象及时举报

“ 一些消费者喜欢吃‘ 野味’，一是为

了所谓的滋补， 二是为了炫耀， 三是猎

奇。 然而，研究表明，大多数野生动物通

常携带大量寄生虫甚至病原体， 这些病

原体如果在猎捕 、运输 、饲养 、宰杀 、储

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容易

导致发生传染病等疫情。 ”市市场监管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广大消费者应共同

参与监督， 一旦发现违法违规交易野生

动物等行为，及时拨打

12315

热线举报，

“ 我们将对野生动物交易问题线索优先

处理、从严查处，在分流、受理、处理和反

馈等各个环节全线提速， 尽全力严惩违

法违规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 ”

市民反映

“我家住在创业路附近，儿子即将幼升小，

听说市明叔小学正在建设当中，请问目前建设

进度如何、何时建成、规划了几个班级？”近日，

饶城市民邱女士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咨询称。

记者跑腿

在市明叔小学项目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

整个建筑工地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忙

碌着。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凡是进入场内的人

员必须接受体温检测和排查登记，场内工作人

员均佩戴口罩。“ 目前工地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行政楼和食堂已全部封顶，有一栋综合楼还在

建设，预计

4

月份主体全部完工。”施工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他们将高质量、高效率加快校舍

建设进度，确保如期交付使用。

“ 这所小学就在我家附近，从建设开始我

就在密切关注，一直盼望着早日投用。很期待，

希望今年秋季孩子就可以在家门口读书。 ”市

民宋女士说，该校投入使用后，孩子上学将很

方便，这对于住在这附近的家长和孩子是件大

好事。

帮办结果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近年来，随着市区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适龄求学儿童就学

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实现教育均衡可持续发展，我们决定实施明叔

小学项目建设。 ”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

介绍， 市明叔小学位于市中心城区创业路以

南，广信东路以西东北角，用地面积约

21332

平方米。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教学楼、行政

楼、图书馆、后勤用房等，规划了

24

个教学班，

可容纳

1080

人就学， 项目总投资约

1.19

亿

元。“ 该项目计划于今年

8

月交付，满足今年秋

季开学使用。 ”该工作人员表示。

市民反映

近日，饶城市民黄女士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称，

灵山路有家水果店占用人行道摆放水果， 不仅影响行

人通行，还有碍市容，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整治。

记者跑腿

3

月

2

日上午，记者来到灵山路，发现市民所述

属实，只见一家沿街水果商户将橘子、草莓等部分水

果放置在人行道上进行销售，一些行人经过此处时，

不得不选择绕道。

“ 你看，这条路上的其他店门前都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的，只有这家店，摆了这么多东西在门口，太

不应该了。 ”采访中，途经此处的市民李先生表示，有

关部门曾对占道经营现象进行过整治， 但有的商户

仍有反复，不仅影响到了市容的环境卫生、城市整洁

美观， 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人通行，“ 城市的环境

卫生是靠大家共同创造的，希望店家能够依规经营，

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更要维护市容环境。 ”同时，在现

场，市民刘女士表示，“ 由于人行道被占据，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过往行人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维

护市容环境。 ”

帮办结果

随后， 记者将此反映给了市城管局相关工作人

员。 对方表示，将那是派人到现场查看。 当天下午，记

者再次来到灵山路看到，城管队员正在对出店占道经

营现象进行整治。 在现场，一名队员向记者表示：“ 下

一步，我们会加强日常路面巡查管理，落实长效管理

措施，全面优化辖区店铺的规范经营，严厉打击店家

出店经营，为周边群众营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

店主将水果搬离人行道

市明叔小学建设现场

市民何女士： 我是横峰县人， 在信州区务

工。 今年

9

月，我的孩子即将幼升小，在此我想

了解一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如何入学？需

要哪些资料？

信州区教育体育局：依据《 关于进一步做好

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实施意

见》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若要就读信州区

学校应向区教体局普教科提供 ：

(1)

户口本 。

（

2

）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 适龄儿童父母或

监护人在市区的有效居住证 ， 并且已居住一

年以上） 。（

3

）务工就业合法证明，须在我区经

商或务工且缴交社保一年以上 （ 经商办企业

人员出示工商执照， 务工人员出示单位用工

合同） 。 符合条件者填写《 信州区外来务工就

业人员子女入学申请表》 ，我们将依据来函人

提交的入学申请资料，由局普教科依据《 实施

意见》的规定，统筹安排到一所具备接收能力的

学校就读。 如仍有疑义，请致电局普教科

0793-

8232499

。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谢先生：我想在老家新建房子，请问农

村居民建房选址应避让哪些区域？

市自然资源局：根据《 上饶市农村居民住房

建设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农村居民住房建设应

当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荒山、荒坡和其

他未利用地。 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不得占

用基本农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 确需占用耕地

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负责执行

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选址应当避让下列区域：

（ 一）行洪、泄洪通道，堤防和护堤地；（ 二）公路建

筑控制区和铁路建筑限界范围；（ 三）地质灾害隐

患区、山洪灾害危险区；（ 四）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 五）消防通道；（ 六）地下电缆、光缆通道保

护范围；（ 七）变电设施、输电线路走廊；（ 八）其他

应当避让的区域。

（ 记者 郑欢 整理）

执法人员深入市场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