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弋阳私立育才学校

开展假期家访活动

警校联手心连心 交通安全入校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学

校安全工作发展， 增强广大师

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遵守交通

法规意识， 让交通安全教育走

进校园，

9

月

15

日，上饶市明

叔小学与上饶市信州区交警大

队携手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许警官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详

细讲解了机动车行驶中的安全

隐患、交通标志、红绿灯、交通

信号、 斑马线、 安全乘车等知

识。 并给同学们科普了什么叫

车辆盲区， 以及怎样避免车辆

盲区。

许警官带领同学们学习交

通标志、 交通法规以及交警手

势。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同

学们认识交通标志， 学习交通

法规，了解交警手势，倡导同学

们将接受的交通安全常识传递

给家长，实现“小手牵大手”，营

造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良

好宣传氛围， 让每一位市民自

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履

行好家校结合、 警校联合共同

维护孩子交通安全的责任，确

保同学们出入平安。

通过此次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 充实了一年级小朋友的安

全教育知识，帮助师生更全面深

入理解交通法规， 体会尊重生

命、爱惜自己的重要性，也提高

广大师生及家长们“做文明人，

行文明路”的自觉性。（

翁小月

）

本报讯

（记者

吴淑兰

）今

年以来， 广信区石人乡持续聚

焦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坚持全

民动员、全域出击、全力以赴，

全面打造干净整洁、 美丽宜居

的乡村新面貌， 奋力绘就美丽

乡村“新蓝图”。

为跑出人居环境整治“加

速度”，

9

月

12

日，石人乡开展

2022

年上半年度人居环境整

治综合评比暨第五次评比行

动，通过进村巷、查里弄、看村

道、察沟渠、访农户等方式，边

走边看，边评边学。

截至目前， 石人乡累计整

治拆除三房（违章房、危旧房、

废弃房）

2100

余处

32000

余平

方米； 拆除铁皮棚

380

余处

8400

余平方米； 拆除残垣断

壁、违建围墙

12000

余米；拆除

户外广告

210

余处； 清理水塘

120

余口， 清理各类沟渠

1800

余公里；“三线” 整治

200

余处

6700

余米； 清理三房拆除、河

道清淤、农村生活、畜禽养殖粪

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各类垃

圾

10000

余吨。

下一步，石人乡将继续朝着

建设干净整洁、美丽宜居乡村的

目标，以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标准，持续推动全乡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建设

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

徐向东

记者

操园

官

摄影报道）近日，中国银行上

饶市分行各机构多形式、 多渠

道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 增进了银行与金融消

费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增强了

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

了“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靠人民”宣传周的浓厚氛围。

9

月

5

日， 该行在上饶市

中心广场组织了集中宣传活

动，现场通过布置展板、派发宣

传折页、 人员讲解等方式向公

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让公众

更好地了解身边的网络安全风

险， 强调网络安全意识的重要

性。 该行还开展了网络安全在

线培训， 组织全员上好网络安

全第一课，通过

LED

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

语， 在各网点开辟了活动展示

区，设置了咨询台，张贴了金融

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海报， 厅堂

服务人员对前来该行办理业务

的客户进行金融网络知识讲

解， 揭露网络诈骗的常用手段

和方法， 提高社会公众防范网

络诈骗的意识和技能。 在营业

网点阵地宣传外， 该行辖内部

分机构分别开展了金融网络安

全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

乡村”等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网

络安全知识。

当日申请 当日办结 上门送达

广信区全力优化消防执法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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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区石人乡人居环境整治不停歇

中国银行上饶市分行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信州区建新路社区

开展倡导婚嫁新风宣传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

报道）

9

月

15

日下午， 广信区

和福记餐饮店收到了广信区消

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上门送达

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广

信区和福记餐饮店负责人张女

士说，办理消防手续，从申报到

办结，仅用了半个工作日时间，

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还上

门送来了检查意见书。

今年年初， 该大队制定出

台了《广信区优化消防执法营

商环境十项措施》。首条措施就

是优化行政许可高效办理，对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

前消防安全检查， 申请人选择

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 可在受

理窗口提出申请， 当场作出决

定，也可在线上提出申请，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办

结。 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

办理的，实行申报材料“容缺受

理”机制，提供预检服务，“一张

单”“一次性”告知存在的问题，

提高行政许可通过率， 办理时

限由法定的

13

个工作日缩减

为

5

个工作日。

同时， 该大队还大力推行

文书免费寄送服务， 对火灾事

故认定、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

用、 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法

律文书提供免费寄送服务。 单

位和个人确认需要邮寄的，该

大队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1

个工

作日内将法律文书邮寄， 城区

或城关镇上门送达， 解决企业

和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问

题，实现从“最多跑一次”到“一

次都不跑”的转变。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9

月

15

日下午，信州区东市街道建

新路社区组织热心居民开展“倡导

婚嫁新风 拒绝高价彩礼” 宣传活

动，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婚俗改革

工作制度体系， 传承中华优秀婚姻

家庭文化， 倡导形成正确的婚姻家

庭取向，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

引导居民不要用金钱来衡量婚姻幸

福，拒绝高价彩礼，争做文明婚嫁新

风的倡导者、践行者、宣传者。随后，

参会人员就抵制婚嫁高额彩礼、完

善居民公约以及建立长效机制推进

移风易俗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

下一步， 该社区还将积极探索

创新教育方式，运用政策宣讲、党群

议事会、 道德讲堂、 互评亮榜等形

式，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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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

育部门关于做好假期安全工作的

要求，提升家校共育水平，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近日，弋阳私立育才

学校组织行政领导、班主任、随班

教师开展了“情系学生，爱在家访”

假期家访活动。

此次家访，学校领导及老师们

与学生家长倾心交谈，详细了解每

一个学生的学习环境以及在家的

表现，希望学生们能够充分利用假

期时间劳逸结合、查缺补漏，并对

假日学习计划提出可行性建议。同

时，老师向孩子们宣传防溺水安全

教育、防电信诈骗教育、疫情防控

安全、交通安全教育等事宜，着重

向学生家长提醒，切实做好孩子的

监护工作。（

郑沪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