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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 新 基 建 ” 释 放 新 动 能

信 江 时 评

除隐患 保供气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为切实维护在欧饶籍

乡友生命健康安全， 防止疫情蔓延， 近日， 欧洲饶

商联合会 （ 筹） 发出《 致全体在欧饶籍乡友的一封公

开信》 ， 倡导在欧饶籍乡友担当作为， 共同努力， 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 为中国、 欧洲乃至全球的防疫抗

疫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 公开信》呼吁， 在欧经商或是务工的饶籍人员

应积极关注专家疫情防范解读， 正确认识相关病症，

采取措施， 合理安排与布置办公环境以及调整办公

要求， 切实保障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 在欧饶籍留

学生应持续关注当地官方信息和高校最新举措， 及

时向亲人分享最新官方信息和动态， 让亲人们安心、

放心； 保持冷静， 不擅自将一些未经证实真实性的

信息转发并扩散到华人华侨社区中， 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恐慌。

为防止疫情蔓延，《 公开信》倡议， 大家尽可能

留在原地 ， 取消或尽量减少异地 、 赴第三国或者

回国等跨境旅行或工作计划 ； 当发现身体有严重

不适应当及时寻求当地政府医疗部门救助 ， 尽量

减少与他人接触 ， 避免感染他人 ； 确需回国就医

应及时联系使馆以及国内有关部门 ， 寻求最安全

的解决措施 ， 减少自行转机感染他人风险机率 ；

因工返华人员应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的信息查询与

登记 ， 准确 、 全面 、 无误地填写身体健康信息以

及近期活动轨迹。

《 公开信》表示， 欧洲饶商联合会 （ 筹） 募集及

捐赠的物资正运往欧洲各地， 乡友可随时与该商会

联系， 登记并免费领取口罩等防疫物资； 国内饶籍

亲友向欧洲亲友输送物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可

联系该商会协助运送； 可向欧洲饶商联合会 （ 筹）

咨询最新疫情、 当地卫生部门政策、 使馆联络等相

关信息， 该商会将尽全力协助解决问题， 尽可能满

足乡友所需所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数字工具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个人健康码、远程医疗、在线办公、企业“码上复

工”等数字工具广泛应用，从政府决策部署，到企业

复工、社会运转，数字“基础设施”功能凸显。

当前

5G

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洪流奔涌在即， 各地各级有关部门尤需加深理解，

着力培育 “数字土壤”， 让 “新基建” 真正释放出

新动能。

“新基建” 需要新观念来推进。 各级政府部门

要从战略高度认识 “新基建” 的必要性、 紧迫性。

数字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性工程， 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还是

激发全球竞争力的胜负手。 事实上， 一些地方数字

化建设起步早、 应用广， 在科学防疫、 复工复产、

便民利企方面更加主动， 已显现出 “得数字化者得

先机” 的趋势。

“新基建” 要明确新在何时、 基在何处、 建在

何方。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物联

网等技术创新， 关键基础是 “数字土壤”。 各地参

与 “新基建” 进程中， 避免投资过度和跑偏， 需拓

宽视野、 增强专业知识， 提升数字化硬件与软件的

布局能力。

“新基建” 要以应用为导向。 此次防疫进程中

的数字化应用， 是顺应社会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这

表明数字化 “新基建 ” 应当更多从需求的角度出

发， 主动投资在短板领域， 提升数字化水平， 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

“新基建” 要政企协作， 各展所长。 数字化进

程中， 政府组织产业规划、 整合资源攻坚， 企业驱

动技术创新、 密织应用体系。 政企各有分工， 作用

不可替代， 协作驱动数字化， 共同培育肥沃的 “数

字土壤”， 让 “新基建” 结出丰硕果实。 （ 方问禹）

为进一步加强上饶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 推进全市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

位管理暂行条例》和《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市民政局于

2018

年、

2019

年分别出台了

2017

年度、

2018

年度上饶市社会

组织检查通知，但上饶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等

97

家社会组织均

未参加年度检查。 期间，

2018

年

10

月—

11

月份，市民政局采取

邮政快递（

EMS

）方式

2

次向未年检的

97

家社会组织发布列为

异常名录告知书， 但社会组织均未反馈信息和参与年度检查工

作。 综上，市民政局依法将上饶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等

97

家社

会组织列为活动异常的社会组织。同时，请未按时参与年度检查

（ 年报）的市级社会组织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前往市民政局

做好年检（ 年报）工作，逾期未办理的社会组织，市民政局将依法

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1

）

未按规定时限和要求参加年度检查或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

报告的，或年度检查不合格的；（

2

）未按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的；

（

3

）登记管理机关在抽查和其他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发放整改

文书要求限期整改，社会组织未按期完成整改的；（

4

）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存在《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第二

十一条规定情形的；（

5

）受到警告或不满

5

万元罚款处罚的；（

6

）

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与社会组织取得联系的；（

7

）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列入的其他情形。

附件：上饶市社会组织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名单（

97

家）

上饶市民政局

2020

年

3

月

12

日

列入活动异常名录社会团体（

42

家）

上饶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上饶市煤炭学会、上饶市电机工

程学会、上饶市电子商务协会、上饶市营养师协会、上饶市营养

学会、上饶市工程师协会、上饶市菜篮子工程协会、上饶市水利

水电企业管理协会、 上饶市质量管理协会、 上饶市环境科学学

会、上饶市地质学会、上饶市体育科学学会、上饶市科技情报学

会、上饶市高尔夫球协会、上饶市职工体育协会、上饶市球迷协

会、上饶市健身（集团）总会、上饶市新歌合唱学会、上饶市道文

化研究会、上饶市义工协会、上饶市老年教育研究会、上饶市商

业经济学会、上饶市农村金融学会、上饶市群众文化学会、上饶

市砖瓦协会、 上饶市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 上饶市中小企业协

会、上饶市市场营销协会、上饶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上饶市美容

美发协会、上饶市老干部集邮协会、上饶市

EMBA

企业家联合

会、上饶市老有所为互助服务协会、上饶市三清山摄影家协会、

上饶市公关信息协会、上饶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上饶市企业文

化建设协会、上饶市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协会、上饶市城市规划协

会、上饶市地方税务学会、上饶市美术摄影工作者协会

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民办非企业单位（

55

家）

上饶市大众女子职业学校、上饶市广丰区私立裕丰中学、上

饶市文教综艺培训学校、余干县私立凌云中学、上饶市恒通电脑

学校、上饶市羽泉中学、上饶华清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婺源县清

华职业技术学校、上饶市私立新风中学、上饶市私立育星中学、

上饶市盛大网络职业技术学校、北京四中网校上饶服务中心、上

饶英之杰科技学校、弋阳工业经济学校、铅山县机电中等专业学

校、北京

101

远程教育网上饶分中心、上饶华都医院、上饶市开

明画院、上饶市星和书法培训中心、上饶市艺慧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上饶市红娃舞蹈艺术培训中心、上饶市华夏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上饶市五官科研究所、上饶市肛肠病研究所、上饶市创伤外

科研究所、 上饶市腹腔镜治疗研究所、 上饶市三清山茶叶研究

所、上饶市山茶油科学研究所、上饶市应用科技研究所、上饶市

华东工艺美术开发研究所、上饶市网络科技服务中心、上饶市森

源工程开发中心、上饶市赣东北文化研究所、上饶市化工冶金研

究所、上饶市云鹏健身俱乐部、上饶市时尚旅游车友俱乐部、上

饶市木兰拳健身俱乐部、上饶市赛鸽俱乐部、上饶市自强按摩职

业技能培训中心、上饶市三清厨师职业培训学校、上饶市技工学

校、上饶市哥弟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上饶市健康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上饶市三清山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上饶市富侨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上饶市新北方汽车职业培训学校、上饶市天成汽车职业学

校、上饶市清江职业培训中心、上饶市海洋电脑培训学校、上饶

鄱阳湖城北方汽车职业培训学校、上饶市红杜娟家庭服务中心、

上饶市利民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上饶市企业经济科技发展中心、

上饶市盲人按摩中心、上饶市金山角企业家俱乐部

上饶市 97 家社会组织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单

3

月

18

日，德

兴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组织专业人员对

辖区内拟复工工商

业用户的燃气设施

进行全面检查 ，对

用气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多方位、多举

措为工商业用户复

工提供燃气安全保

障。 董世超 摄

3

月

13

日，玉山县开展非法电渔（狩）具集中销毁专项行动。 据悉，自去年底开展

护鱼护鸟护野生动物专项行动以来，该县累计出动执法力量

2800

余人次，收缴捕鱼

工具

514

副、捕鸟网

180

张、狩猎工具

46

副。图为县消防大队和公安民警在切割销毁

非法电渔（狩）具。 记者 徐斌 摄

（上接第一版）其重症患者使用中医药治

疗后， 整体临床症状显著改善， 由重转

轻；部分患者核酸检测一直不能转阴，在

使用中药治疗后， 核酸检测很快转为阴

性；患者出院后，为其配备恢复期中药，

并给予康复指导， 使患者愈后能尽快调

理好身体。

中医治疗，形式多样。市中医药专家

采取网上问诊、微信视频等方式，为新冠

肺炎患者辨症、开方，并为患者提供中药

药膳，开展心理疏导；市人民医院派驻市

二院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 每天带领轻

症、普通型患者练习“ 八段锦”，既增强患

者免疫力，又调节患者情绪，帮助患者早

日恢复健康。

我市还充分发挥中医“ 治未病”作用，

在“ 防”字上做文章，提高正常人群及疾病

初期人员的抗病毒能力。 疫情期间，全市

各中医医院、综合医院中医科和部分社会

办中医医疗机构，为一线医护工作人员，基

层及各单位一线工作人员，隔离留观、重点

观察人员及易感人群，免费提供

3

至

7

天

预防中药汤剂、茶饮、中成药、中药香囊等。

截至

3

月

15

日， 全市面向易感人群发放

预防用中药共计

188270

份。

“中医药治疗，效果很好！ ”

鄱阳县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桂女士是

接受中医治疗的受益者之一。 她告诉记

者，因为咳嗽、发烧，前往鄱阳县人民医

院诊疗，被确诊。住院前几天，低烧、咳嗽

症状一直不见好， 后来医生给她采取中

西医结合治疗，服用了中药汤剂，才退了

烧，停止了咳嗽。出院后，她在宾馆隔离，

当时身体发虚，上楼吃力。医生又给她开

了增强体质的中药， 让她身体很快恢复

了正常。

“ 我今年

69

岁，能最终康复出院，要

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为我治疗的所有医

护人员！ ” 桂女士感激道。

“ 中医药在这次疫情防治工作中发

挥了独到的作用。 专家医生根据患者病

情变化，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为每一位

患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 确保发挥了中

医药的最大疗效。”鄱阳县人民医院中医

科主任徐玲表示，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

介入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 缩短病

程，加速患者核酸检测转阴，愈后身体恢

复效果也很明显。“ 我们有一位患者，

1

月

27

日入院时自述口干口苦、 胸闷，当

天服用了中药，当晚症状就得到了缓解，

疗效显著。 ”

据了解， 鄱阳县人民医院对确诊患

者全部以防治方案为指导使用中药汤剂

救治， 收治的

28

位患者无一转为重症，

并于

2

月

27

日前全部出院。

广 信 区

多途径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广信讯 疫情防控期间 ，

广信区通过网上招聘、 视频

面试、 落实贫困群众创业就

业扶持政策、 开通贫困群众

就业直通车等系列举措， 切

实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难题 ，

帮助他们实现脱贫增收。

该区加大就业宣传力度，

在各镇

(

乡 、 街道

)

人流量

较大的区域张贴和发放用工

信息宣传单， 并通过基层人

社工作平台开展免费就业推

荐活动； 通过手机短信、 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免费就

业推荐活动， 积极对接用工

双方， 目前已通过短信发送

招聘信息

30

余万条。 同时，

精准掌握园区企业复工情况，

复工一家、 对接一家， 做到

企业产能清 、 缺工人数清 、

空岗结构清， 加强对贫困劳

动力未就业群体正确引导 ，

促进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

业 。 目前 ， 园区已吸纳

200

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 组织

输送

100

余名贫困劳动力到

义乌、 杭州等地重点用工企

业实现就业。

该区结合疫情防控实际，

积极帮助扶贫车间解决生产

要素供应难题， 确保扶贫车

间正常运转。 目前， 全区

75

间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产 ，

直接带动

468

名有劳动意愿

的贫困劳动力在扶贫车间就

业。 华坛山镇彭家坞村扶贫

车间

18

名贫困劳动力返岗复

工， 人均日工资达

150

元以

上。 为促进企业、 扶贫车间

复工复产， 该区全力帮助他

们做好返工劳动力的信息登

记 、 监测 ， 企业用工用料 、

产品销售以及出入货物运输

车辆的检查和卫生防疫等工

作， 确保复工复产企业、 扶

贫车间能够正常生产。 每个

复工企业、 扶贫车间都配备

了防疫联络员、 制定了防控

方案， 完善了相应的消毒措

施。 （ 黄宗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