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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

10

日起， 我市提前进入森林防火重点期。

为切实加强野外火源管控，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生，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日前，我市发布

森林防火禁火令，明确禁火时间及区域。

据市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本禁火令，此

次禁火时间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 禁火区域为全市

行政区域内森林、林木、林地及距林缘

100

米范围以内

区域。 禁止内容包括禁止携带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进

入禁火区，禁止在禁火区内吸烟、野炊和玩火，禁止在

禁火区内未经批准擅自炼山、焚烧疫木，禁止在禁火区

内烧荒、烧稻草、烧田坎、烧草木灰等，禁止在禁火区内

上坟烧纸、上香、燃放烟花爆竹。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

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分布状况和森林火灾发生规律，

划定森林防火区，并向社会公布。凡违反禁令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

《 江西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

9

月

12

日下午

3

时许， 四股桥派出所接

到报案称，辖区有人私自烧荒。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非法烧荒者系四股桥本地村民徐某。当天下午，徐某到

田里干活， 发现田里荒草丛生， 于是产生了将荒草焚

烧，再整地以备种植作物的想法。 随后，徐某在未做任

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用打火机将荒草点燃。后经

玉山县林业部门检测，徐某烧荒的区域，距离林缘

100

米以内， 属于禁火区域， 被其焚烧的区域， 过火面积

913

平方米。 目前，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的处罚。

市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要积极参与森林防火，自觉遵守森林防火规定，发现违

规用火和森林火灾，立即拨打举报电话

12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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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场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目前正在做装

饰装修、道路绿化等项目内容，争取

11

月份竣工

验收并投入使用。 ”

9

月

15

日，记者在饶城滨江停

车场项目现场采访时了解到。

据悉， 滨江停车场项目位于饶城体育馆路以

东、民德路以南，占地面积

9733

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

16526

平方米，总投资约

7600

万元。“ 这个停车

场属于环绕式， 将有限的停车空间划分出更多车

位，实现停车场作用最大化。 同时，停车场设有三

处车辆进出口，其中两处设在体育馆路，还有一处

设在万力时代商场旁。 场内还设有上下汽车坡道，

更加便于车主完成停车工作，大大提升停车场运转

能力。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紫阳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工程师潘晓飞介绍，此外，停车场总共六

层， 其中还包括屋面停车楼层， 预计为市民提供

553

个车位。 此外，为方便新能源车车主，停车场还

将配置

68

个快速充电桩车位， 建成后将更好地满

足市民购物、休闲、办公等停车需求。

在滨江停车场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

为一栋

L

型的建筑大楼，淡黄色的外观十分雅致。

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分工协作，争分夺秒地

赶进度。在采访中，潘晓飞表示，他们将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工程进度，完善各项

保障体系，做好人员管控，让停车场按时交付使用，

以便早日缓解周边居民的停车压力及改善周边老

旧小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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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有所育，就是对

0-6

岁儿童的养育、抚育，既是保育，也是教育，关系到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早期的养育状况将对儿童终身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市政府近日印发《上

饶市“十四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十四五”时期，上饶将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

律，坚持政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安全健康、普惠可及，建立健全多元优质高效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创新发展多样化、多层次服务模式，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有序

发展。 到

2025

年，上饶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的婴幼儿托位数将由

2020

年的

1.04

个增

加到

4.5

个，幼有所育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幼 有 所 育 如 何 育 ？

本报记者 朱宇庆

提交工伤认定材料有时间限制吗？

如 何 办 理 公 积 金 异 地 转 移 ？

退役军人返乡创业有政策扶持吗？

提前进入森林防火重点期 我市发布禁火令

本报记者 郑欢

配置 68 个快充桩 饶城滨江停车场即将竣工

本报记者 郑欢

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 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将推进优

生优育全程服务，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

检查、 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等孕前优生服

务，常态化开展妇女两癌筛查，降低出生缺

陷发生率； 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计划怀孕

夫妇，可在现居住地接受该项服务，享受与

户籍人口同等待遇； 免费建立母子健康手

册， 为辖区内常住的孕产妇规范提供孕期

保健、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及健康指导等服

务。 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和免费实施基

本避孕手术，包括放置宫内节育器术、取出

宫内节育器术、放置皮下埋植剂术、取出皮

下埋植剂术、 输卵管绝育术、 输卵管吻合

术、输精管绝育术、输精管吻合术。 提供避

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健康生活方

式等宣传、咨询服务。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扩大生育保险“ 非职工”和农村覆盖范围，

支付生育期间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和生

育津贴， 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 用人单位按全

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0.5%

至

1%

的比例缴纳

生育保险费。

“ 十四五”时期，将加强妇幼健康服务

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建设， 拓展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涵， 强化妇幼健康服

务体系。推进孕产保健、新生儿访视和婴幼

儿定期健康检查， 加强婴幼儿发育监测和

筛查评估，加强优孕、优生、优育指导，为家

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

导服务。同时提升家庭育儿能力，完善育儿

休假制度，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

策， 鼓励用人单位为家庭婴幼儿照护创造

便利条件。倡导以家庭养育为主，广泛传播

科学育儿知识， 让每个婴幼儿家长都能便

捷化、多渠道接受科学育儿专业指导服务。

加强家庭育儿能力提升指导队伍建设，推

进育婴专家线上、线下指导家庭养育，多形

式提供家庭育儿专业指导服务， 健全覆盖

城乡的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网络。

婴幼儿健康服务在行动

《 规划》 提出 ，“ 十四五 ”时期实施预

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婴幼儿健康

服务、 婴幼儿发育监测与筛查服务等八

大项目 。

预防接种： 对适龄儿童按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免疫程序进行常规接种， 在重点地

区， 对重点人群进行针对性接种。 儿童健

康管理服务：为辖区内的常住

0-6

岁儿童

提供

13

次（ 出生后

1

周内、满月、

3

月龄、

6

月龄、

8

月龄、

12

月龄、

18

月龄、

24

月龄、

30

月龄、

3

岁、

4

岁、

5

岁、

6

岁各一次） 免费健

康检查，具体包括新生儿访视、新生儿满月

健康管理，开展体格检查、生长发育和心理

行为发育评估，听力、视力和口腔筛查，进

行科学喂养（ 合理膳食） 、生长发育、疾病预

防、预防伤害、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 为

0-

3

岁儿童每年提供

2

次中医调养服务，指

导家长学习儿童中医饮食调养、 起居活动

指导和摩腹捏脊穴位按揉方法。 婴幼儿发

育监测与筛查服务： 通过开展标准化发育

监测、筛查及早期发展指导，争取早发现婴

幼儿感觉、运动、语言认知和社会情绪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对筛查出的发育偏离或异

常婴幼儿及时给予干预或转诊。 加强婴幼

儿照护关爱服务： 实施困难家庭及孤残和

困境婴幼儿精准照护服务，对留守、孤残和

困境及儿童福利内确有养育困难的婴幼儿

及家庭提供营养喂养支持、 专案管理及上

门指导及免费参加养育小组活动等服务。

困境儿童保障：提供基本生活、基本医疗、

教育等服务。 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

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和三级四级精

神、智力残疾儿童以及重病、罕见病儿童基

本生活费参照社会散居孤儿标准补差发

放。 对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的其他困境

儿童， 可以参照社会散居孤儿的标准补差

发放。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提供家庭监

护指导、学校教育关爱、社会力量关爱、走

访探访、行为矫治等服务。 孤儿养育保障：

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年基本生活最低

养育标准按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70%

确定，社会散

居孤儿年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按不低于

当地儿童福利机构孤儿养育标准的

80%

确定。完善困境儿童关爱政策：健全孤儿和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养育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实施收养能力评估机构考核机制，扩大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范围， 完善儿

童医疗保障和救助制度。

推动幼儿托育服务建设

《 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将聚焦婴

幼儿照料，大力推动幼儿托育服务建设。

要加强普惠型托育服务资源供给。 大

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创新多样化、多层

次、覆盖城乡的服务模式，构建以家庭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婴幼儿照护

服务体系。 支持开展国家普惠性托育服务

试点， 支持多方力量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 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

托育服务， 培育一批普惠性婴幼儿照护示

范单位。加强幼儿园托班服务供给，加快建

设托幼一体的托育机构， 构建托幼服务一

体化新模式。 支持各类高校与妇幼保健机

构共建婴幼儿照护服务实训基地。

要加强托育照护服务规范化建设。 每

个独立设置的托育机构一般设置四种班

型 ：乳儿班（

6-12

个月 ，

10

人以下） 、托小

班（

12-24

个月 ，

15

人以下） 、托大班（

24-

36

个月，

20

人以下） 、 混合班 （

18

个月以

上，

18

人以下） 。 设置婴幼儿生活用房、服

务管理用房、供应用房。 在装修方面，需符

合安全、卫生、环保、消防等国家有关规定

要求。 开设游戏区和室外活动场地。 老师

配备方面，根据要求，保育人员与婴幼儿数

的比例不低于：乳儿班

1:3

，托小班

1:5

，托

大班

1:7

。严格实行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人

员职业资格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 加强从

业人员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

要推进智慧托育服务。 建设托育信息

管理平台，对接妇幼健康信息系统，信息化

管理托育机构的申办过程、在线监控、综合

监管、信息公开、诚信记录、人员信息以及

业务数据等，建立智慧托育服务体系，提供

智能化托育服务。 推进“ 一表申请、一窗受

理、一站服务”，简化托育机构设置审批流

程，加强部门间信息沟通，推进监管事项优

化整合，建立更加便捷的移送、查处、反馈

机制。推动育婴、保育、保健、托育管理等专

业人才数据采集和共享开放， 绘制普惠性

托育资源“ 一张图”。

孩子们在幼儿园学习

正在建设中的滨江停车场

捐 献 血 小 板 要 符 合 哪 些 条 件 ？

������

市民许先生：我想了解一下，提交工伤认

定材料有时间限制吗？

市人社局：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自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

起

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

会组织在

1

年内可以直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按规定和前述时限提

交相应材料，但当事人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仲

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不计算在工伤认定

申请时限内。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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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汪先生：我曾经在广州上班，在当地

缴存了住房公积金（账户已处于封存状态），因

工作调动，现在我回到了上饶工作并且正常缴

存公积金，请问如何将广州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转移至上饶账户内？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汪先生可以通过

“ 全国住房公积金” 小程序办理异地转移接续

业务，将广州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移

至上饶账户内。步骤如下：

1

、在微信、支付宝搜

索“ 全国住房公积金”。

2

、注册登录后在“ 服务”

菜单里选择“ 转移接续”业务。

3

、根据页面提示

录入相关信息后点击“ 提交申请”，即业务受理

成功。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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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张先生：我刚从部队退役，家乡在鄱

阳。请问如果我返乡创业的话，有政策扶持吗？

鄱阳县政府：目前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可

以享受：

1

、税收减免政策。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

3

年内按每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2

、创业贷款政策。 我县大力扶持退役军人

创业，自

2021

年与县农商银行签约，为有创业

要求，具备一定创业条件但缺乏创业资金的退

役军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即“ 退役军人贷”项

目。此外，就业部门还有国家贴息创业贷款（ 针

对所有人） 。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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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蔡先生：我想捐献血小板，请问需要

符合哪些条件？

市中心血站：血小板捐献者比捐献全血要

求更高一些。 首先捐献者要符合捐全血的条

件，而且献血前应保证充足的睡眠，勿饮酒，前

一餐禁食油腻食物，宜清淡饮食，不能空腹献

血，一周内未服用阿司匹林类及抗风湿、抗过

敏药物。 同时对年龄和体重做了要求，年龄

18

至

55

周岁，男性

≥55kg

、女性

≥50kg

，近一周

无感冒、咳嗽及服药等情况，女性经期前后三

天不宜献血。 捐献血小板后，不会影响献血者

的凝血功能，

48

小时内就可以恢复。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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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陈女士：请问哪些人可以申请异地就

医备案？

市医保局：异地就医备案人员分为跨省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两

类，并细分为

6

种人员：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

员、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等长期在参保省外工

作、居住、生活的人员；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

异地急诊抢救人员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

医人员。

（ 记者 郑欢 整理）

哪些人可以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

防火员进行禁火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