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在信州区儿保中心接种水痘疫苗

警方联合运营商加强手机卡开卡管控

记者从市反诈中心了解到， 市反诈中心联合电

信、移动、联通等三家通信运营商，近日联合发布《 关

于加强移动电话号码开卡管控措施的公告》， 从源头

上进一步加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力度。

一、对有如下行为的号卡，暂停通信服务，用户

需到本地营业厅前台进行人、证、卡三项信息核验

（ 核验时必须携带

SIM

卡） ，核验未通过的，取消通

信服务：

1.

新入网用户第一次换机插卡的，频繁换

机插卡的；

2.

短期内多次新开号码或同一身份在同

一运营商开办多张号卡的；

3.

存在高频呼出、静默

未使用并漫游到高危地域等异常用卡行为的。

二、对有如下行为的号卡，取消通信服务：

1.

开卡

后漫游至电信网络诈骗高危地域且行为异常的；

2.

经

他人投诉有诈骗，骚扰行为，一经核实的；

3.

工信部，通

管局或公安机关核实有诈骗、骚扰行为的；

4.

公安机关

提供的涉案或其他相关人员开办的号卡。

三、对有如下行为的人员，纳入不良通信信用名

单，限制通信业务办理：

1.

将本人证件办理的号卡违规

赠予、出借、售卖给他人的；

2

、受他人组织、教唆，无正

当理由办卡的；

3

、使用号卡用于各类骚扰、虚假广告、

诈骗的；

4.

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或相关人员。

四、对有如下行为的机构、组织或人员，一律移交

公安机关警示训诫：一经发现有违规犯罪行为，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1.

代理网点存在违规、批量开卡、违

规屯卡的；

2.

组织、教唆、收受、贩卖他人开办新卡的；

3.

将本人证件办理的号卡违规赠予、出借、售卖给他人

的；

4.

开办的号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等行为的。

五、对有上述第二至四条行为中办理的号卡进

行余额冻结，不予退费；同时，涉及机构、组织和人

员等身份信息纳入黑名单，限制通信业务办理。

加强手机卡开卡管控 警方联合运营商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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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疾控中心发布《居民 11 月份健康建议》

见习记者 朱宇庆 记者 吴卫民

关注民情 倾听民声

热 线

18970369319

微型消防站 ，家门口的 “119”

见习记者朱宇庆 记者吴卫民

上 饶 市 带 湖 学 校 筹 建 进 展 如 何 ？

市民段先生： 请问上饶市带湖学校建设

进展情况如何？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

上饶市带湖学校项目位于元杰路以西 、 下

沽塘路以南 、 三清山大道以北 ， 学校用地

46.5

亩 （ 出让用地） ， 规划小学及幼儿园学

生

1620

人，

39

个班， 规划建筑面积

2

万平

方米 ， 总投资估算

2.24

亿元 。 目前 ， 上饶

市带湖学校项目已完成选址 、 用地预审 、

立项 、 方案设计 、 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 、

预算编制 ， 正在筹备施工招标 。 该项目下

一步计划为 ：

1.2020

年

11

月

23

日开标 ；

2.2020

年

11

月底前正式开工建设，

2021

年

底交付使用。

（朱宇庆 整理）

我市哪些家庭获评江西“最美家庭”？

市民冯女士：请问我市哪些家庭获评今年

江西“最美家庭”？

市妇联：由省妇联主办的“ 小家传大爱共

同奔小康”

2020

年最美家庭揭晓会近日举行，

现场揭晓了

300

户

2020

年江西省 “ 最美家

庭”。 我市

31

户家庭上榜：脱贫攻坚类家庭

12

户：祝新富家庭、黄海媖家庭、周坤福家庭、余

必枝家庭、陶金钟家庭、谢冬英家庭、杨桂英家

庭、祝继卫家庭、汪新华家庭、张小兰家庭、何

梦帆家庭、余鑫家庭。 绿色清洁类家庭

13

户：

林剑家庭、冯丽珍家庭、俞冬燕家庭、邹玉仙家

庭、钱真英家庭、汪桂花家庭、张金莲家庭、胡

振月家庭、洪理伟家庭、童亚玲家庭、张再啸家

庭、程红莲家庭、李鹏成家庭。 综合类家庭

6

户：余小红家庭、洪广华家庭、汤嘉家庭、陈一

峰家庭、王臣家庭、董顺发家庭。

（朱宇庆 整理）

举 报 哪 些 农 业 违 法 行 为 有 奖 励 ？

市民冯先生 ： 请问举报哪些农业违法

行为有奖励？

市农业农村局 ： 举报以下

7

类农业违

法行为可获得奖励 ：

1.

在国家和省规定的

禁渔区 、 禁渔期以及省级以上水生生物保

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非法从事渔

业捕捞活动 。

2.

使用电 、毒 、炸等破坏渔业

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的 。

3.

使用农业部门

依法公布的禁止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进

行捕捞的 ，以及制造 、销售禁用渔具的 。

4.

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

种 、怀卵亲体的 。

5.

非法捕杀 、伤害国家重

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 。

6.

非法收购和

销售上述违法行为所获的渔获物的 。

7.

未

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 。 举

报材料中的照片或者视频 ， 要清晰反映违

法当事人的相貌行为 ， 如果举报事项经执

法查证属实 、举报材料被采用 ，违法当事人

被追究行政刑事责任的 ， 每张照片给予

100

元奖励金 ， 每个视频给予

500

元奖励

金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奖励 ：

1.

举报

人匿名举报的 ；

2.

举报人为农业执法人员

的；

3.

举报内容含糊不清、无法查实的；

4.

举

报人提供的线索与涉渔违法案件无关的 ；

5.

有关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已经发现或正在

查处的 ；

6.

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奖励的其他

情形。

（朱宇庆 整理）

退休时养老保险缴费不满 15年怎么办？

市民王女士： 请问退休时养老保险缴费

不满

15

年怎么办？

上饶市人社局： 退休时养老保险费不满

15

年，可选择通过下面

3

种方式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方式一：允许延长缴费至

15

年。可按

国家有关规定在待遇领取地延长缴费至满

15

年。 其中，社保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

5

年后仍不足

15

年的， 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

15

年。方式二：可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若

延长缴费后， 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仍未满

15

年，也可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享受相应的养老保

险待遇。方式三：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 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社保机构按照程序，经本人书

面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

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朱宇庆 整理）

11

月正值秋冬更替，气温逐渐降低，病毒感染导

致的疾病发病增加，上饶疾控中心

11

月

1

日发布《 居

民

11

月份健康建议》。 建议指出，根据历史监测资料

和传染病流行的规律， 这一季节要注意防控流感、水

痘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病毒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

病。 同时仍需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

新冠肺炎防控建议：

1.

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

识。

2.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3.

近期来自高中风险地区

的市民，请主动向所在社区（ 单位、村居）报备。

4.

如

非必要，请暂缓前往高中风险地区。

水痘预防措施：

1.

如果怀疑孩子得了

水痘，应立即就医。

2.

加强护理，保持皮肤

清洁。

3.

家长要保持患儿居室通风，患儿的

用具、衣物等应用紫外线照射、煮沸或曝晒

等方法进行消毒。

4.

预防水痘最经济、最便

捷、最有效方法是接种疫苗。

流感预防措施：

1.

合理膳食， 增加营

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

2.

不

到人员密集、空气浑浊的场所，减少接触病原的机

会。

3.

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打喷嚏时遮掩口鼻。

4.

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应及时就医。

5.

接种流感疫

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

感染性腹泻预防措施：

1.

患者居家隔离，注意

休息，不与家人共用餐饮具、生活用品等。

2.

规范处

理患者分泌物。

3.

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如病情加

重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4.

注意饮食卫生。

5.

预防聚集

性疫情的发生，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常通风，做

好日常性消毒。

“三分钟”消防圈救早灭小

头盔、消防衣、手套和面罩等消防装备

一应俱全，水带、水枪和灭火毯等消防器材

摆放有序……上饶万达广场二楼的微型消

防站，干净透明的玻璃柜里，整齐划一的消

防器材物品不时吸引路过群众的关注。

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调度员王军向

记者介绍， 我市目前已建成各类微型消

防站

1071

个，队员

5500

余人。 微型消防

站是以救早、灭小和“ 三分钟到场”扑救

初起火灾为目标，依托社区、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自有安防力量建成的志愿队性质

的消防管理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企

业、单位日常消防安全巡查、宣传培训教

育及初起火灾扑救， 是社会最末端的火

灾防控力量。

微型消防站一般场地不大， 配备站

长、副站长、消防员、驾驶员、保安员等人

员，一定数量的灭火器、水枪、水带等灭

火器材，以及外线电话、手持对讲机等通

信器材，并选配消防头盔、灭火防护服、

防护靴、破拆工具等器材，集防火、灭火

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堪称小型消防队。

“ 根据火灾发生的规律，前三分钟是火

灾的初期阶段，是灭火最有利的时机，一旦

错过，就可能会造成火势蔓延，导致灭火时

间加长，损失也会相应增大。 ”王军告诉记

者， 社区或重点消防单位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 微型消防站可以在第一时间集结本单

位消防力量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 为专业

消防队到达创造有利条件，对火灾的扑救、

降低损失是很有帮助的。

王军介绍，“ 打早、灭小”是火灾发生

后的最佳处置方法， 微型消防站一般是

设在经常有人值班的地方， 具备地理距

离近、机动灵活的优势，一旦发生突发情

况，执勤工作人员可迅速集结，以确保达

到“ 三分钟到场”的要求。 目前，在火情发

现早的情况下， 有些单位基本上可以依

靠本单位的消防队伍灭火。

居民身边第一道“防火墙”

记者在万达广场慧云智能化管理中

心看到，里面有

42

个监控视频。 万达广

场商管主管余文告诉记者， 消防站共有

队员

19

人。 慧云智能化管理中心安装的

是烟感温感自 动 火 灾 报 警 器 ， 共 有

12987

个火灾报警点位。 管理中心接到

报警后会立即通知商管员跑点 ，

150

秒

内确认现场情况。

据余文介绍， 去年

11

月

23

日早上

7

点多，微型消防站接到报警：十六道金

街一商店因店主忘记关火外出， 油锅冒

浓烟。 拨打

119

报警后，消防站负责人带

着队员立即赶往现场， 在明火未起之前

迅速控制了火势。 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

抵达时，火情已完全解除。

“ 韩膳阁烤肉厅”位于万达广场十六

道金街路口。 店主王根旺告诉记者，近几

年， 他经常会看到万达广场组织工作人

员、志愿者、环卫工人和附近的居民一起

学习消防知识，参加消防器材操作演练。

如今，经过实地操作演练后，他学会了怎

样正确使用灭火器、 如何将水管快速接

上消防栓， 自家店内的灭火器也被他擦

拭得干干净净。

白鸥园市场微型消防站是上饶首个微

型消防站。

10

月

28

日下午，记者来到白鸥

园市场， 看到微型消防站设在白鸥园市场

东侧的小楼内。 消防站站长郑玉旺告诉记

者，站内配备了

1

辆水罐消防车、

8

名消防

员以及各类专业消防器材等。 消防员由市

场物业人员担任， 所有消防员都到信州区

消防大队接受了专业的岗前培训， 培训半

个月后正式上岗， 在白鸥园开展防火巡查

和初期火灾扑救等火灾防控工作， 将消防

部门灭火救援力量延伸到一线， 一旦有突

发情况，可及时出警救援。

记者采访了在市场

2

楼开服装店的

章老板， 他露出自己左胳膊上的烧伤疤

痕告诉记者，

8

年前，他的服装店曾意外

失火，虽然火情较小，最后在附近商户帮

助下接水扑灭， 但他自己却在救火时被

烧伤，还烧毁了很多服装。 章老板说：“ 有

了微型消防站，真要是哪里着火了，消防

队员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将

火扑灭，保证市场的安全。 ”

业务培训切实提升“战力”

为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应有作用 ，

全面提高微型消防站队伍应急救援和火

灾预防能力， 市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所

有社区微型消防站和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队员集中开展业务轮训。

支队分批组织微型消防站队员到大

（ 中）队跟班轮训，实行白天跟班轮训，夜

间归队执勤的轮训模式。 轮训周期为

7

个工作日，以开展体能、技、战术训练、消

防设施识别操作、 灭火救援知识学习为

主。 轮训结束后，支队对所有参训队员进

行结业考核， 并将考核情况通报微型消

防站主管单位。 新招收微型消防站队员

考核合格后方可发放微型消防站队员工

作证，实行持证上岗。 考核不合格的进行

补训、补考，确保所有参训队员“ 百分百

参训、百分百考核、百分百持证上岗”。

目前， 市消防救援支队已建立起微

型消防站队员常态化业务培训机制，每

年对在岗和新招收队员培训一遍、 参训

队员考核一遍，突出器材装备操作、责任

区情况熟悉和基础性应用性训练， 切实

提升微型消防站队员日常消防管理水平

和灭火救援实战能力。

练兵千日用在一时， 在一次次烈火

考验中，微型消防站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去年

10

月

7

日

13

时

26

分，三清山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 位于三清山

风景名胜区外双溪服务区一饭店发生火

灾，大队消防员赶往现场，并立即调动周

边的微型消防站先行处置。

14

时

08

分，

到达现场后侦察发现， 着火饭店为三清

大院的厨房，建筑为钢混结构，燃烧物质

为厨房内的油烟管道和厨房的顶棚，内

部无人员被困，过火面积约

8

平方米。 由

于天伦大酒店、假日酒店、希尔顿大酒店

三个微型消防站

8

名队员先行处置得

当， 大队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得到有效控

制，

14

时

40

分火势被扑灭。

发生火灾，拨打

119

，消防车呼啸到场。 这个反应速度快不快？ 快，但还可以更

快。 火灾救援就是和时间赛跑，否则小火会变成大火，损失更大。 于是，一支快速应

急“特勤小队”诞生了。 它被人们赋予一个帅气的称呼：微型消防站！

生活中，社区和商场、大厦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微型消防站可能不起眼到

容易让人忽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旦消防站点附近需要救援，它在第一时间就能

投入使用，发挥作用。 那么，什么是微型消防站、目前上饶有多少微型消防站、一个

占地不过几平方米的微型消防站能起到什么作用？

119

消防日前夕，记者带着这些

问题进行了实地探访。

万达广场微型消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