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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陈小波

记者

王涛

）

7

月

10

日，记者从市就业局了解到，截

至

2019

年

6

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

员

3.63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

数

1.04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人数

0.25

万人。

我市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工作，

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其中民生工程

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

3.42%

；零就

业家庭安置率

100%

； 新增转移农村

劳动力

5.43

万人，省内转移新增农村

劳动力

2.99

人，全市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

29.6

万人。 创贷方面，新增创业担

保贷款

10.87

亿元， 其中扶持个贷

8.25

亿元，扶持企贷

2.62

亿元，到期

贷款回收率

99.96%

。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面，市

就业部门联合上饶师范学院、 上饶

医专等高校，通过招聘活动进校园，

搭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供需平

台，促进校企无缝对接。 通过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和一对

一帮扶， 共实名登记

2019

届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

6507

人， 已帮助

6019

人实现就业， 接受

1198

名应届

高校毕业生申请一次性求职补贴。

为进一步促进就业，市就业部门

通过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建设， 强化

职业能力培训力度， 加大失业保险

稳岗补贴、 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落

实力度。 继续落实降费率政策，为参

保单位减轻负担

2076.44

万元； 落实

援企稳岗护航行动， 为全市

28

家企

业享受了稳岗补贴政策， 发放稳岗

补贴资金

154.38

万元；落实技能提升

补贴“展翅行动”，积极主动、全面规

范地落实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

策，截至目前，我市共为

14

名职工发

放技能提升补贴

1.65

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国

）在上饶

茶亭经济开发区，有一家企业为了

创国卫事业，

3

个月投入

100

余万元，

成为市创卫办创国卫示范单位之

一。 这家企业就是上饶市金利机动

车报废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走进金利公司，见到的是一家

花园式办公企业。 地面整洁、墙面

干净，宣传栏、停车库布局合理，食

堂简朴洁净，庭院花木茂盛。 公司

总经理孙建江告诉记者，

3

月底以

来， 他们响应市创卫办号召， 从安

全、环保、卫生、环境四个维度，

3

个

月内先后投入百余万元用于创国卫

工作，达到了“零排放”标准；为了搞

好环境卫生， 甚至请专业公司进行

了“灭四害”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

该公司是我市机动车报废回收

拆解指定企业， 自我市全面开展创

国卫工作以来， 报废机动车回收工

作渐热，近几个月每月都有二三十

辆报废车主动前来办理回收手续。

孙建江介绍说，自

7

月

1

日起，市创卫

办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为

了配合此次行动， 公司专门成立了

创卫清理配合行动小组，由业务副

总带队，专人专车上门服务，主要承

担拖车、免费提供停车场地、配合交

警收集信息资料等项工作。他表示，

到

11

月底， 还没有前来办理报废机

动车手续者，其“僵尸车”将在交警、

城管等部门指导下予以强制拆解。

“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孙建江

最后对记者说， 机动车报废回收拆

解工作具有较高的安全与环保要

求，他们公司将以创国卫为契机，配

开展好“四区一县”创国卫工作。

本报讯

经德兴市总工会批

复同意， 广东省江西德兴商会联

合工会委员会日前成立， 这也是

该市成立的首家异地工会。

据了解， 广东省江西德兴商

会联合工会委员会是德兴市总工

会依托广东省江西德兴商会而建

的双重管理的异地工会， 由

27

家

德兴籍在粤企业组成， 现有德兴

籍工会会员

193

名。德兴市总工会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工会

组织的成立将对维护在粤德兴籍

职工合法权益， 促进在粤德兴籍

企业健康发展发挥着建设性作

用。同时为所有在粤就业、创业的

德兴人提供又一个叙乡情、 长技

能、共进步的美好平台。（

王亮

）

市第三届“最美职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东市中队交

通辅警郑全卫，从

2014

年开始，他每

天固定三个时间段在市中心广场五

三路口和信江大桥北端路段轮流执

勤，维护交通秩序。

郑全卫介绍，他的秘诀是眼快、

手快、脚快。 他主要就是管控一些违

章的行为，比如说电动车闯灯越线，

就要纠正这种错误。 下大雨或者冬

天下大雪的时候， 必须要在恶劣天

气下疏导车辆正常通行。 由于他执

勤的两个路口地处市中心， 车流和

人流都很大， 遇上高峰期和特殊天

气时，常常会引发路面拥堵，这时，

他的交通指挥就发挥了大作用。 从

警五年来， 郑全卫最关注独自出行

的老人， 他搀扶老人过马路的身影

成了路面上最美的风景。

一位老人深情地表示， 郑全卫

做得很好，经常扶老人过马路，安全

有保障。 而郑全卫说，有些老人家年

纪比较大，可能眼神、反应就会差一

点，对交通的意识比较淡薄。 看到老

人家过斑马线的时候，交警护送过去

就比较安全。 尽管很辛苦，郑全卫却

甘之如饴，干一行，爱一行。“虽然风

吹日晒一年四季都是在露天指挥交

通， 有时候忙起来根本是顾不上喝

水。 但看到大家出行安全，这个辛苦

也是值得的。 ”郑全卫欣慰地说道。

郑全卫的付出也获得了社会的

认可，他被评为了上饶市第三届“最

美职工”，还连续多次被评为“月度

优秀辅警”、年度“优秀个人先进”，

成为交警形象的一面旗帜和标杆。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本报讯

（

王露

实习生

王梦莹

记

者

王调翁

）

7

月

10

日， 市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执法局组织市中心城区

77

户

大中型住宿场所负责人举行创国卫

卫生知识培训暨工作布置会。

该局要求市中心城区这

77

户大

中型住宿场所配备公共场所卫生监

督信息公示栏，对场所卫生许可证、

卫生检测报告、信誉度等级、健康证

等卫生监督信息在醒目位置公示；

建立健全卫生管理档案， 具备完善

的卫生管理制度（包括行业卫生管理

制度， 公共用品用具清洗、 消毒、保

洁、 索证制度，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

“五病”调离及卫生知识培训制度，公

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案等），

建立各项有关记录（包括公共用品用

具清洗消毒更换记录、卫生设施及卫

生状况自检记录、从业人员培训考核

记录、除四害记录等）；设有专用的消

毒间，配备相应的清洗、消毒、保洁设

施；室内外环境整洁，公用物品摆放

整齐，无卫生死角；在入口处有禁烟

标识或警语，不得放置烟灰缸等。

同时，该局还下发了《卫生监督

意见书》， 要求各单位逐条对照自

查，并在

7

日内整改到位，对拒不整

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将责令停业整

顿并立案处罚， 对拒不配合创国卫

工作的单位，将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本报讯

（

毛燕

记者

王涛

）

7

月

10

日上午， 第五届预备外交官

大赛总决赛在上饶三清山风景名

胜区举行。 大赛采用无门槛接受

报名，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千

位少年儿童报名参赛。

比赛现场除了邀请到领导及

嘉宾，还邀请了权威的英语、外语

专家老师作为评委， 从小选手们

的英语水平、才艺表演、台风等等

方面为他们做出专业的综合评

定。 入围决赛的

20

个小朋友展现

了惊人的英语口语能力与个人舞

台魅力。别看孩子们年龄不大，外

语口语惊艳四座， 他们纷纷从家

乡发展、城市变化、文化旅游等各

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展现出他

们超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临场应

变能力。

据了解， 本次决赛评选出特

等奖一名，一等奖一名，二等奖四

名，三等奖六名，优秀奖八名，分

别给予现金奖励及荣誉奖励。

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3.63万人

上饶这家公司创国卫不含糊

2019

第五届

“三清山杯”预备

外交官总决赛落幕

德兴首家异地工会

获批成立

郑全卫：一年四季都在露天指挥交通

77家大中型住宿场所负责人接受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