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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发行支持单位

上饶国际家居城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摄影报道）

1

月

10

日上午，记者从

2019

“可爱的中

国”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暨旅行商大

会上获悉，我市今年的主题定为“可爱

的中国”文化旅游年，并将推出喜迎建

国

70

周年“可爱的中国”全国中小学生

演讲大赛、首届全球华人文化旅游摄

影大赛、首届“可爱的中国”研学旅游

创新发展大会等一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这些活动将为大家呈现一整年的

文化旅游大戏，为全市文化旅游事业

添彩，为建国

70

周年献礼。

上饶是方志敏的家乡，是“可爱

的中国”的诞生地与发源地。 在举国

上下喜迎建国

70

周年之际， 上饶市

与中国旅游集团、 江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江西省委党史办、江西省广播

电视台等携手合作，发起举办“可爱

的中国”文化旅游年系列主题活动，

在国内外市场全面提升“可爱中国、

高铁枢纽、大美上饶”品牌知名度与

美誉度，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家国情怀。

目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已经将

我市申报的“可爱的中国”文化之旅列

入

2019

年重点文化旅游交流项目。 在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旅游集团

的重视支持下，举办“可爱的中国”文

化旅游年系列主题活动，将致力于拓

展红色培训、研学旅游、传统旅行社线

路和文化创意产品四大板块。

本次活动主题口号为“游可爱

的中国， 从大美上饶开始”“看可爱

的中国， 聚奋斗的初心”“眼里最美

是家乡， 心中最爱是祖国”“可爱中

国、高铁枢纽、大美上饶”。 活动按照

“春生、夏学、秋实、冬乐”

4

个阶段，

开展

9

项活动，为“可爱的中国”打造

更丰富的推广活动和产品策划，双

管齐下，吸引国内江、浙、沪、闽、粤、

皖、湘、鄂、赣等重点市场，并带动东

北、西北、西南等远程客源市场以及

港澳台地区

,

辐射全球华人市场。

2019

“可爱的中国”文化旅游年

活动将塑造“可爱的中国”文化之旅

大

IP

。 全年通过“春生、夏学、秋实、

冬乐”

4

个阶段， 举办一系列文化旅

游活动，打造“可爱的中国”大

IP

。 其

次， 将引领上饶全域旅游的发展。 以

“可爱的中国”品牌为引领下，通过实

施“旅游

+

”战略，创新开发“旅游

+

红色

培训”“旅游

+

研学”“旅游

+

体育”“旅

游

+

乡村”“旅游

+

康养” 等丰富的旅游

产品体系， 实现多种旅游业态融合发

展， 加速实现全域旅游建设进程。 同

时，将促进上饶旅游产业国际化进程。

依托中国旅游集团专业的境外市场推

广营销能力， 面向全球华人大力宣传

“可爱的中国”文化之旅 ，组织开展国

际体育赛事及文化旅游活动， 提升上

饶旅游国际知名度和对境外游客的吸

引力。

本报讯

（

郭小平 周淑晨

记者

王调翁

）

1

月

10

日， 记者从市房管局

了解到， 上饶县

2018

年棚改工作共

完成房屋征收

4300

余户，面积约

150

万平方米，提前

3

年完成棚改任务。

该县按照城中、城北、城南三大

片区，分片区成立棚改项目指挥部，成

立综合协调、房屋征收、安置工作、审

核工作、资金拨付、督查考核以及维稳

执法等若干工作组，全面负责棚户区

改造各项工作，从街道（乡、镇）和县

直部门抽调业务能力强、 素质过硬的

工作人员专抓此项工作，为顺利推进

全县棚户区改造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障。房屋征收坚持扁平化管理，实

行一个方案，执行一个标准，注重依法

有序、公平公正，始终坚持“一把尺子

量到底、一个政策管到位、一只队伍抓

到底”，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钉

子户讨巧”，实施“三早”政策，即早签

约、早拿钱、早选房，充分调动被征收

户的签约积极性， 真正实现了阳光征

收、和谐征收、惠民征收。

在具体的征收工作中，该县对于

被征迁户的实际困难，及时给予帮扶；

对于征迁户提出的不违反原则、不突

破政策的诉求，积极给予解决；对于征

迁户中的孤寡老人等特殊人群，及时

提供搬家、看房等“保姆式”服务，用真

情打动征迁户，使他们支持征迁。

2019“可爱的中国”

文化旅游年启动

———将举办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沈春华

）

1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3

个“

110

宣传

日”，当日上午，弋阳县公安局邀

请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事业

单位代表、 媒体记者及群众代表

等

20

余人，开展了以“向改革开放

致敬·向人民群众汇报”为主题的

警营开放日活动。

当日上午， 先后组织代表们

参观了出入境服务窗口、 派出所

自助领证机、 办案管理中心和智

慧警务指挥中心， 让代表们切身

感受到公安便民服务的新举措，

见证了科技信息化建设的新跨

越，了解到社会治安“打防管控”

新成效。

随后在智慧警务指挥中心召

开座谈会。代表们踊跃发言、气氛

活跃， 纷纷对弋阳公安牵挂群众

记于心，便民服务见实举，科技强

警有创新，打击犯罪出重拳，保护

平安显成效表示肯定。 大家还结

合亲身经历、身边人身边事，对公

安工作更好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和建议。

会上，该局领导对代表们长期

以来理解、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表

示感谢，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将逐

条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细化

职责分工，严格落实整改。 汇全警

之智、聚全警之力，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真抓实干，为“平安和谐弋

阳”建设再添砖加瓦。

弋阳公安局开展

警营开放日活动

从快车道直接变道下高速

引发三车追尾事故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陈荟伊

）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管理工作，

落实医院感染预防控制措施，提

升医院感染管理工作水平， 为患

者提供安全的就医环境，

1

月

8

日

下午， 该院在多功能厅会议室召

开

2019

年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

会议通报了

2018

年院感管理

工作情况和

2019

年工作计划。 会

议提出

2019

年工作重点是要围绕

等级医院评审中的

21

个条款进行

认真落实， 争取更多条款达到

B

和

A

标准。 会议强调临床科室院

感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 认真履

职。加强医院感染病例监测、及时

上报院感病例； 提高手卫生依从

性；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开展耐药

菌监测、环境卫生学监测，做好医

务人员职业防护， 加强医疗废物

管理， 做好科室环境物表的清洁

消毒等方面的工作， 降低医院感

染风险。

市第三人民医院着力

落实等级医院条款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1

月

9

日晚

7

时许，鄱阳县芦田下高速

路口发生车祸， 鄱阳县消防救援大

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

1

辆消防车

和

7

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消防员到场后经侦查发现，一

辆红色货车发生追尾， 副驾驶室一

名人员被困， 货车左侧车头因撞击

变形导致被困人员腿部被卡。 消防

员首先破拆了车窗玻璃， 对左侧车

门进行破拆， 再使用液压破拆装置

对车门进行扩张， 作业空间大大增

加， 进而向被困人员腿部被卡位置

进行破拆，终将被困人员救出，并送

上担架随即送往医院。 在施救过程

中得知， 被困人员为红色货车车主

父亲，外表无明显伤痕，但根据现场

医护人员反映腿部受伤严重。

另据了解， 事故发生原因为白

色奥迪女车主当时驾驶车辆从快车

道直接变道意图通过高速路口下高

速， 而她车辆当时所处位置为两辆

货车中间，前车白色货车避让减速，

而后车（红色货车）并未及时减速，

加上雨天路滑， 于是径直撞上奥迪

左侧车尾，并撞上白色货车尾部，导

致红色货车车主父亲被困副驾驶室

内，所幸其余两车人员并未受伤。

上饶县提前3年完成棚改任务

去年房屋征收4300余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