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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

救助

为小微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小微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小微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小微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珠山区创业担保贷款助力经济快速发展

江华荣 本报记者 吴立群 文/图

协调

慰问

西郊派出所为群众找回手机

本 报 讯 （记 者 余露） 近
日，昌江公安分局西郊派出所
民警尽职尽责，为一名乘坐出
租车的乘客寻回不小心遗失的
手机，受到群众送上了的锦旗
赞扬。

2017年 12月 30日，市民冯
某乘坐出租车下车时，误将自己
的手机遗落在车上，两个多小时
后才发现，拨打手机时，提示该
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心急如
焚的他立刻来到西郊派出所报警
求助，派出所相关负责人热情接
待了他，耐心询问其遗失手机的
地点和时间、所乘坐的车辆特征

等关键信息，并陪同其调取监控
录像，在大量的车流中顺利锁定
了他之前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并
根据车牌号联系到出租车司机王
某。起初，出租车司机王某不承
认拿了冯某的手机，民警通过对
其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工作，最
终，王某承认自己因一时贪念而
拿了手机的经过，并将手机归还
给失主冯某。

2018 年元旦过后，冯某向
西郊派出所送来一面印有“人民
警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
的锦旗，感谢西郊派出所民警心
系群众、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

市救助站寒冬送温暖

本报讯（徐康敏 记者 周筠）近日，景德镇
水务公司工作人员走进市社会福利中心，探望
那里身患残疾的孩子，并为他们送来了一辆轮
椅，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此次活动不仅让景德镇水务公司员工们增
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开拓了胸怀，为社会奉献
了自己的一分真爱，同时，希望能通过这样的行
动去感染更多的人，去关心和帮助社会上有需
要的人，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李玉芳 记者 吴立群）为了应对我
市近期的恶劣天气，1月7日晚，珠山区新村街道
西路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地段街面流浪乞讨人
员进行拉网排查。

当巡查到广场前进巷时，发现两名流浪乞
讨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及时与他们沟通，劝导他
们进救助站，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社区工作
人员及时为他们送去了棉被、棉衣、棉裤等防
寒，叮嘱他们注意防冻，保护好身体。流浪乞讨
人员深受感动，感受到寒冬里的温暖。

小微企业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在繁荣市场经济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政
策的支持。珠山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立足实际，开拓
创新，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工作开展的机制，加大对小
微企业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积极打造助推小微企业发
展工作的品牌工程。

该局针对小微企业对创业担保贷款需求的增长，依
托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对全区企业进行深入走访，
掌握小微企业行业状况以及经营现状，了解企业困难和
需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扶持措施，加强与财政、
金融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创业担
保贷款发放工作，并及时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及创业服
务信息，通过镇、街道、社区等平台，利用网站、微信、QQ
及其他媒体，向小企业主和创业人员宣传，使他们熟知
政策和信息。

在摸清全区就业市场整体情况的基础上，珠山区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局确定贷款发放的放宽准入对象，尤其
把各类小微企业划入重点政策扶持范围。申请贷款主
体（企业法人）由过去的下岗失业人员扩大到妇女、高校
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人员，并向后者倾斜。
主动联系在资金方面存在困难的创业人员，视企业规
模、安置就业人数适当增加贷款额度，重点扶持发展前
景好、贡献大、高就业率的优质项目。同时，简化贷款程
序，缩短工作时限，努力为创业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贷款
服务，积极为创业者铺设一条融资绿色通道。

免费为尚未开办企业的准创业者和已经做大的小
企业家开展创业培训服务，向他们推介创业成功项目，
协助建立短期发展目标，制定创业计划。对招工困难企
业，举办招聘洽谈会，解决企业用工难、招工急的难题，
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提高创业成功率和存活率。

真如堂是一家坐落于“三
宝瓷谷”中的特色传统陶瓷全
手工作业公司，占地面积52.83
亩。公司创办于2008年，2014
年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家庭作
坊规模，在湖田村租赁两栋民
房生产陶瓷，产品单一，员工
不足 20 人，年产值不足 100
万元。2016年，真如堂在珠山
区就业局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提供的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资金支持下，企业进入了发展

“快车道”，短短一年多时间，
产值增加到2000余万元，就业
由 20多人增加到 70余人，增
加了50多个岗位。2017年，真
如堂又申请办理了500万元的
续贷手续，将贷款资金一部分
用于开发研究新产品，通过研
发，诸多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
青睐。为回馈社会，真如堂从
残疾人学校招收了4名聋哑残
人到公司就业（计划招收 10
名），包吃包住，并安排其从事绘画专业，让他们能自
食其力。这一善举深得民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
誉。

“有创业项目、有资金需求、征信良好的创业者都
可以申请获批创业担保贷款。”珠山区创业贷款担保中
心负责人表示，创业担保贷款已经覆盖大学生、下岗失
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复转军人、贫困人口等人群和符

合条件的所有小微企业。2016年以来，珠山区就业局
通过开展创建“三个十”活动，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对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为扶持创业发放贷款 3200万元，
扶持小微企业 7家，带动就业 232人，累计贴息达 27万
元，及时解决了陶瓷经营小微企业和景漂陶瓷创业爱
好者在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困难，有力地推动了珠山区
小微企业的发展。

本报讯 （杨静 陈璐 记者 吴立群）日
前，珠山公安分局新厂派出所民警放弃元
旦休息时间，通过摸排、蹲点守候，成功
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网上逃犯。

2017年12月29日17时，该所接到上海
警方协查称，有一名涉嫌盗窃的网上逃犯
何某伟（男，27岁），出现在该所辖某小区
内，望协助，配合抓捕。

了解案情后，该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
对辖区内所有小区进行摸排。经过民警们
不断地努力，终于锁定嫌疑人的具体住址
和活动轨迹。据了解，该男子租住在朝阳
路某高档小区，家中养有两条巨型犬，一
有生人靠近，便狂吠不止。为了不惊扰嫌
疑人，民警决定对其居住的周边进行蹲点

守候。据民警之前获得的信息，嫌疑人有
出门买早餐的习惯，于是，民警们从凌晨
便开始蹲守，一直到上午8点，都未见嫌疑
人从房中出来。民警们按捺住自己心中的
情绪，沉住气，耐心地等待嫌疑人。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7年 12月 30日上午 12时
许，何某伟从屋中出来，民警立即行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准备下楼的犯罪
嫌疑人抓获。

何某伟因涉嫌盗窃，被上海嘉定公安分
局列为网上逃犯。为了躲避公安机关追查，
辗转来到景德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至
此，犯罪嫌疑犯何某伟被顺利抓捕归案，赢
得了上海同仁的一致赞许。目前，犯罪嫌疑
人何某伟已移交上海嘉定警方。

新厂派出所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本报讯（记者 余露）小寒过后，我市接连遭
遇雨水天气，气温逐渐下降，珠山区所属黄泥
头、一中路、南河、曹家岭、景陶、老厂、景华、为
民等社区工作人员相继走访了辖区无儿、无女、
无老伴的“三无”老人、“空巢”老人以及行动不
便的残疾特困户。

社区工作人员每到一户人家，首先送上防
寒棉被、棉手套、棉帽、棉袜、棉鞋，并拉着他们
的手，仔仔细细地询问还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一
一记在工作本上，以便按需所求，赶快购买送给
他们防寒。临走时，社区工作人员还把群众家
的门窗漏风漏雨处全部修补好，以防寒风刮进
来，并且各自留下手机号码，对有需要的群众及
时上门帮扶。

本报讯（记者 余露）1月 7日上午，珠山街
道计生协会与瓷百、龙珠阁、御窑、建国、莲社
路、莲花塘社区计生干部走访慰问了辖区流动
人口家庭及辖区孤儿。

这些社区的辖区内有大量外来人口，他们
当中有很多人拖儿带女，经济负担很重，生活相
当拮据，因此，街道和社区把这些群众当作照顾
对象帮扶。当天，街道计生协会与各社区计生
干部一同走访慰问了这些特困流动人口家庭，
每到一户人家，首先送上棉被及其它御寒棉制
品，然后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等细节详细询问清
楚，并一一记录，以便按其所需尽快帮扶。当天
下午，社区工作人员继续慰问辖区孤儿，给这些
孩子送上久违的温暖。

▲ 真如堂的工作车间，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本报讯（丁丽娜 记者 甘牧）近日，珠山区
昌江街道桂花弄社区计生、卫生、综治志愿者组
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四小”行业进行了地
毯式检查。

检查人员检查了 8家小理发美容店、小旅
馆、小浴室，绝大多数经营者都做到室内外环境
整洁，证照、卫生管理制度齐全，亮证经营，卫生
管理要求达标，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到位。有部
分公共场所仍存在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台账
记录不全等安全隐患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检
查人员要求经营者在规定时间内，按有关标准
整改到位。

成长

本报讯（黄殷霞 记者 甘牧）近日，为了让
学生享受成长的快乐，在活动中体会团结的力
量，华风小学举行了“阳光体育”系列活动。

为了办好这次活动，学校早早行动，制定方
案，师生齐动手，在黑板上写下祝福、画上图
画。一年级的小学生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光荣
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孩子们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学校还举办了拔河比赛，选手们精
神抖擞，斗志昂扬，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处处
充满着激动与喜悦。这场比赛充分体现了团
结、拼搏和友谊。

本报讯（记者 甘牧）日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
下，北京、河北、江苏、浙江、江西等10省市公安机关对一
起冒充黑社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开展集中抓捕收网
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7名，摧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团伙及上下游灰色产业链犯罪团伙12个，初步核破案件
千余起，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
署，2017年 12月 8日，市公安局调集公安、武警、消防等

多警种，对景德镇涉案人员开展了统一收网行动。
当天凌晨 3时，市公安局开展的统一收网行动共出

动警力609名，其中公安民警429人，武警120人，消防官
兵 60人，车辆 180余辆，分成昌江、珠山、浮梁三个片区
同步进行抓捕，共抓获全部目标涉案人员 62名，缴获大
量手机、电脑、账本、银行卡等作案工具。行动中无人员
伤亡，收网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行动前，各片区抓捕组根据制定的方案要求，按
照相关要求，详细制定抓捕计划。行动中，参战民警
英勇奋战，共同协作，行动后对涉案物证进行规范提
取。参战民警精神饱满，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以高
度的荣誉感、责任感参与此次行动，各司其职，协同
配合，充分展示了瓷都公安过硬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

公安部指挥破获特大冒充黑社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案
我市公安机关出动600余警力圆满完成任务

本报讯（余青珍 记者 付裕）近期，我
省进入雨雪恶劣天气。为防止街面流浪乞
讨人员出现冻伤、冻死等问题，连日来，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走上街头，搜寻流浪
人员，并帮他们联系家人，以便他们早日返
乡，与亲人团聚。

市救助管理站通过建立 24小时值班

制度，加大街面巡查和主动救助力度，对车
站码头、在建工地、桥梁涵洞、城乡接合部
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排查，发现一例救助
一例。在救助工作中，工作人员主动劝导
流浪乞讨人员进站接受救助，对拒绝进站
接受救助的人员，提供棉被、衣物和安全食
品，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安全过冬。

本报讯（史惠惠 记者 周筠）日前，珠
山区昌河街道昌盛社区党委邀请社区各支
部党员欢聚一堂，以茶话会形式向广大党
员送上2018新年的祝福。

社区党委书记首先向在座的党员们汇
报了社区 2017年主要工作进展情况，并就
十九大精神的主要内容，结合社区工作作
了简要介绍。在随后举行的茶话会上，社
区党员们奉献了自编自演的小合唱、歌舞
等节目，抒发爱国、爱党的情怀。虽然窗外
寒气逼人，但屋内暖意融融，茶话会始终洋
溢着快乐温馨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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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天乐 记者 周筠）为了优化小区
居民卫生环境，1月8日晚，珠山区新厂街道新厂
社区干部利用居民在家的时间，上户与樟树小
区3栋1、2、3单元72户居民进行协调洽谈，询问
居民关于 3栋下水道化粪池堵塞问题的看法与
解决方案，并最终达成共识，居民推选出代表，
与社区干部共同监督疏通人员尽快将下水道化
粪池问题解决。

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社区工作，社区干部
邀请居民加入新厂社区居民微信群。在上户过
程中，倾听了居民的各种意见与所求，居民纷纷
表示谢意，希望以后通过社区这个平台，让居民
邻里之间和谐相处，表示会积极参与社区组织
的各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