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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花“摊主”邀请群众吃夜宵
现场酒驾测试大揭秘
本报讯 （邓 弦 刘 珊 珊 记者
程晖 摄影报道）近日，广丰首届公

安警务集市成功开市， 现场气氛
热烈、人头攒动。 交警摊位作为交
通安全宣传主阵地， 摊位前的群
众热情围观，场面空前火爆，直播
不到半小时已有12万人 在线观
看。 警花“摊主”面对镜头侃侃而
谈， 其风趣的网言网语令现场
“秒懂”的群众会心一笑，直播间
上收获鲜花无数， 现场鼓掌叫好
声一片。
集市上， 广丰区公安局交警
大队用精心准备的满满“货品”，
向过往群众兜售交通安全常识，
“一盔一带”“拒绝酒驾”“安全出
行防事故”……这些安全“干货”
统统免费。 不仅如此，现场群众参
与环节更加“吸睛”，警花“摊主”
还为大家准备了啤酒、鸭脚、小龙
虾。 原来，为了让大家更深入了解

信州区开展
学校和养老机构
食堂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酒驾的危害，警花“摊主”特意邀
请群众搓一顿夜宵， 现场来了一
场酒驾测试大揭秘。 喝着啤酒、吃
着美食，半小时后，两位小哥已经
脸颊泛红，骑警拿出呼气式酒精测

试仪，现场检测酒精浓度，果不其
然，双双达到酒驾标准。 警花及时
抛出
“
酒驾处罚标准”，现场观众和
直播网友们立即恍然大悟，纷纷表
示今晚学到的干货满满。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9月14日
下午， 信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辖区内各中小学校（托幼机构）与养
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员知识培训，
进一步落实学校（养老机构）食堂食
品安全责任制， 不断强化学校食堂
责任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 提高食
堂从业人员操作水平和全面规范食
品经营秩序，改善辖区内学校（养老
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状况，确保全体
师生与老人饮食安全。

铅山县水土保持法宣传
贴近群众

鄱阳税务开展“过紧日子”行动
工对浪费粮食的行为深刻警醒，
引导税务干部始终保持危机意
识，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让节
约理念入脑、入心。
落实有力，筑牢“一丝一缕恒
念物力维艰”的思想根基。 人走灯
熄，提倡“能用一盏不开多盏”；计
算机、 复印机和打印机等办公设
备，下班时截断电源；夏季使用空
调最低26℃， 冬季使用空调最高
28℃。 避免大开水龙头，用完水后
拧紧水龙头，杜绝“长流水”，提倡
一水多用； 看到水龙头不用时流
水主动关闭，发现“跑水”及时报
修。 提倡打印纸双面用，在进行普
通复印时，复印机调到省墨状态，
提倡双面复印；笔记本、书写笔等

本 报 讯 近期，鄱阳县税务局
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将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作为
必修课，自觉践行勤俭节约，倡导
文明新风。
教育宣传，树立“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的节约意识。 该局党
委第一时间召开党委会议， 以支
部为单位， 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
范，带头遵守勤俭节约的规定，做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通
过在党委中心组学习、 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以及在机关院
落张贴宣传海报、宣传展板，大力
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在“微
党课”微信群分享鲜活案例，用实
例、数字、图片说话，引导干部职

坚持用完；提倡无纸化办公。 尽量
少用一次性纸杯、筷子等；用过的
塑料袋尽可能多次使用， 提倡使
用购物袋。 注重食堂食材管理，分
类存放，标注使用时限，职工用餐
实行“按量取食”“光盘行动”。
设立劝导员， 在收餐台劝导开展
“光盘行动”， 全程劝导杜绝餐饮
浪费行为。 倡导绿色消费，理性消
费，按需点菜，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做到不剩饭不剩菜，吃不完就
打包，自觉将“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上，与文明
握手，与陋习告别，文明用餐、节
俭用餐， 真正守护“舌尖上的文
明”。 （李以民）

家长接受交通安全教育
本报讯 （杜江 记者 程晖）为
进一步扩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覆
盖面，使交通安全教育由校园延伸
至家庭，9月15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一大队法宣科民警走进上
饶市逸夫小学，为学生家长开展交
通安全专题知识培训。

此次培训活动受到学校及广
大家长的一致好评， 通过授课民
警的示范引导， 不但提高了学生
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及自身安
全防护知识， 也加强了公安交警
部门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和
互动。此次培训活动达到了“培训

教育一人、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
个社会”的良好的宣传效果。
学校和家长委员会表示，希
望公安交警部门能够定期开展此
类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全面
营造校园“小手拉大手，安全伴你
行”的浓厚宣传氛围。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 [2020]EA022 号）
经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批准， 上饶市自然资源
局高铁经济试验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
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指定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
理所组织实施。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表）。 具体以
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网
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 均可参加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入选人。

间为2020年10月12日 17时00分。
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网上交易系
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
上交易竞买资格， 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港币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 应分别选择外币保
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账号， 并按保证金
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
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子账号）。 该账户只接受现汇
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式存入。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竞买申请人可在2020年09月15日至2020年10月12日 登录江
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序号 地块编号

1

DEA202
0040

地块名称
上饶市高铁新区石狮乡灵
山旅游大道东侧、姚坪大道
南侧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温馨提示：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

1≤FAR
≤1.2

D≤35%

GAR≥30%

70 年

3752
平方米

拍卖开始时间为：
DEA2020040号地块： 2020年10月14日 15时0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有无
起始价
底价
无

785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160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拍卖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 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
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
审制度， 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
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 确认其竞买资格，出
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如因竞得入选
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
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10，浏览器请使用IE10、IE11，其它操作
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 数字证书驱动到
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 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
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3-8199879
联系人：汪翔
上饶市自然资源局高铁经济试验区分局
2020年09月15日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干
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防治人为
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铅山县水
利局积极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进中小学校、社区、乡村
和矿山的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水土
保持工作人员向工矿工人宣讲水土
保持法律法规知识， 并让他们在水
土保持条幅上签名， 进一步提高水
土保持意识。 （刘平 张治国）

国缘V9高端品鉴会
全国白酒品评大师
为您讲解“国缘V9的秘密”
本 报 讯（记者 姜 南 勇）昨日，记
者从江苏今世缘酒业获悉， 在国缘
V9上市一周年之际，该公司诚邀上
饶各界精英参加9月22日悦麓开元
观堂“国缘V9高端品鉴会”。
据了解， 国缘V9从2019年8月
19日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到9月
19日首颗以企业品牌命名的卫星
“国缘V9”号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基地成功飞天；从走出
国门高调亮相“巴黎国缘之夜”，到
一带一路”
2020年9月8日再度走上“
全球外交官非遗文化交流论坛，今世
缘酒业的“国缘”美酒作为中国文化
纽带博得外交官们的点赞。 不管是在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还是中法酒文
化交流论坛等多个重大场合, 谈论的
都是国缘V9清雅酱香。作为中国清雅
酱香白酒开创者，届时上饶品鉴现场
将由全国白酒品评大师为您专业讲
解
“
国缘V9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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