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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关爱

称赞

学习

爱 心 汇 聚爱 心 汇 聚 温 暖 寒 冬温 暖 寒 冬
景德镇一点公益志愿者协会举行“壹基金”温暖包发放仪式活动

1月 6日上午，陶溪川广场汇聚了来自
我市各界的爱心企业家、爱心人士和志愿
者，他们共同参加由景德镇一点公益志愿者
协会执行的“壹基金”温暖包发放仪式活动，
为市区的70名受助儿童送上寒冬的关爱。
此次活动得到了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
局、市民政局及有关单位的支持。

仪式在金苹果幼教集团老师带来的开
场舞《向快乐出发》中拉开帷幕，随后受助学
生们一一走上舞台。热心的志愿者们将温暖
包物资分别送到每位学生面前，爱心人士打
开温暖包，将新衣服、新围巾、新手套一一为
学生们穿戴好，穿戴一新的孩子们格外喜
庆，脸上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位小朋友
告诉记者，收到冬天的温暖物资非常高兴，
感谢好心叔叔阿姨为他们奉献的爱心，一定
会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将来回报社会。

据了解，壹基金由李连杰先生于2007
年创立启动。壹基金温暖包公益项目是壹基
金为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开发的公益产品，
温暖包含棉衣、雪地靴、棉帽、围巾、手套、棉
袜、冻疮膏、袋鼠公仔、绘画套装、减防灾读

本、书包、纸箱等12件物品。此次温暖包行动
以灾区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扶养儿童为帮
助对象，从基本生活保障和成长支持两个方
面帮助儿童，为儿童提供成长资源支持，提
高自我评价，增强其自信心，改善其健康状
况。

景德镇一点公益志愿者协会2018年加
入温暖包发放行动以来，已经帮助了70多
个贫困孩子。该协会会长冯满凤表示，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影响更多的人奉献一分爱
心，让贫困儿童的冬天不再寒冷，让他们成
长路上多些温暖少些坎坷。

启动仪式上，该协会还颁发了爱心企业
奖牌，为社会爱心人士颁发了青苗助学帮扶
证书以及协会首届理事证书。据了解，许多
志愿者长期支持公益活动，捐款捐物，上山
下乡走访确认，寻找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带
头开展公益活动，奉献自己的业余时间，传
播正能量，协会向他们颁发了优秀志愿者证
书；还有许多志愿者在每次公益活动中默默
工作、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志愿服务，被颁发
了最佳奉献证书和志愿服务积极者证书。

本报记者 吴立群 文/图

受助儿童喜领温暖包。

本报讯 （虞小青 记者 甘牧 文/图） 1
月8日上午，昌江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来到
辖区易燃易爆场所，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
行动。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长安液化气站和天安
液化气站，严格按照《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
定规则》，对各场所配置的灭火器、防火
门、消防水枪、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灯、应
急疏散标志、室内消火栓、火灾报警控制器
等消防产品是否完好有效，是否具有相关的
市场准入许可证，是否具有国家消防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报告和防伪标记等
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检查人员还逐一核
对了消防产品的外观、材料、性能参数、生
产厂家，坚决制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
为，避免各类假冒伪劣和不合格消防产品流
入市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无消防产品身份信息
证明、国家明令淘汰的和假冒伪劣产品，检

查人员予以扣押、没收并依法下发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及时进行整改。随
后，检查人员向被检查单位负责人详细讲解
了使用不合格消防器材的危害以及如何识别
不合格消防产品。

消费者可直接通过电脑登录公安部消防
产品合格评定中心进行查询，对于灭火器、
消防应急灯具等产品还可直接在该网站的

“消防产品身份信息即时查询”中进行查
实，只要输入产品上防伪标签的编码即可查
询到产品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信息。

通过此次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易燃易爆
场所负责人辨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能力，
为做好今冬明春期间的火灾防控工作打下扎
实基础。该大队今后将继续深入开展消防产
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提高市民关注消防
产品质量，抵制假冒伪劣不合格消防产品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为全区消防产品整治行动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 报 讯 （王金刚 记
者 甘牧 文/图）近日，为
切实规范珠山区液化气站
充装行为，从源头上消除
安全隐患，珠山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牵头联合
区安监局、南河消防大
队、竟成镇等部门，冒雨
对辖区内的液化气站进行
了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对各充
装站点是否取得有效充装
许可证、是否配备有资质
的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
员、是否存在充装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气瓶等方面进
行认真排查。执法人员在
检查中发现一气站履行气
瓶充装前后检查制度不到
位，同时查获一只不符合
技术规范的液化气钢瓶，
便立即将该钢瓶扣押并立
案调查，同时责令气站相
关人员严格规范充装行为。

今后，该局将进一步
加强对液化气站的管理，
对违法充装行为保持高压
态势，切实保障市民用气
和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孙淑怡 记者 甘牧）近日，珠山公
安分局湖田派出所民警通过蹲点守候，成功抓获
一名涉嫌故意伤害的网上逃犯。

1月7日上午，该所民警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涉嫌故意伤害的嫌疑人方某近期在珠山区银坑坞
附近出现。该所负责同志得知情况后，迅速带领
精干警力前往该地进行侦查布控。初步确定逃犯
方某可能藏匿在银坑坞某民宅内后，民警对该民
宅附近展开严密监控并进行蹲点守候，终于在11
时将其抓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方某（女，汉族，江西
浮梁人）系浮梁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故意伤害案
嫌疑人。经审查，嫌疑人方某兰对其涉嫌故意伤
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移交浮梁县警方处
理。

本报讯（雨路） 2019新年伊始，昌江区法
院执行局收到一份不一样的新年礼物，那就是
来自兄弟法院——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人民法
院一面红彤彤的锦旗。

2018年 12月 18日晚上，该院执行局灯火
通明，因为一次特别的执行，羁押室关押了一
个不一样“被执行人”。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由长丰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带队的“护
航民企”特别执行组来到该院，表示他们在对
景德镇某仓储公司1300余台电器交付先予执行
过程中，被执行人在执行中设置障碍，拖延执
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请求该院给
予协助配合。

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在了解详细案情
后，立即派出执行法官和法警一行六人赶赴现

场协助执行，并督促被执行人尽快履行交付义
务。当时执行现场聚集十余人，以各种借口给
执行工作设置障碍，僵持到下午六时许，执行
工作依然无法正常进行。该院根据现场情况，
配合长丰法院执行局特别执行组，将一名聚众
扰乱、妨碍执行的“被执行人”强制带离现
场，同时担心该名“被执行人”再次返回现
场，扰乱执行，遂将该名“被执行人”带回该
院羁押室说服教育，干警们一夜未眠，直到19
日上午所有电器交付完毕，至此该案顺利执
结。

昌江法院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全
力配合异地法院开展执行工作，形成执行合
力，共同打好执行攻坚战，积极兑现“用两到
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本报讯（王慧 记者 甘牧）近日，家住昌江瑞
景小区的一位市民曹永菊在捡到一个双肩包后将其
交给了所在的珠山区新村街道北路社区干部。经过
该社区干部的多方努力，终于找到并将这个包还给
了失主。

1月4日下午2点左右，曹永菊急匆匆地来到社
区，告诉社区主任侯小云，自己在骑车回来的路上
捡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里面装有3000多元现金
和身份证、银行卡、购物卡、医保卡，希望社区能
协助寻找失主。

侯小云查看了钱包，发现有一张信用卡账单，
便通过地址信息，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失主。失
主梁文珍很快来到社区，侯小云再三确认信息无误
后，将物品还给了梁文珍。失主也对曹永菊拾金不
昧的行为和社区干部的举动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本报讯（王心娟 记者 吴立群 文/图）昌江区
新枫街道汽车站社区进一步加大对辖区残疾人关爱
力度，改善残疾人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帮助他
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融入社会。1月8日，该
社区在街道街道残联有关政策的支持下，开展了关
爱社区残疾人活动。

此次活动向9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发放了一
壶食用调和油与一包茶叶，并向残疾人每人发放一
张食用油购买优惠卷。活动的开展切实减轻了残疾
人家庭的负担，同时鼓励残疾人及其家人战胜困
难，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本报讯（记者 吴立群）江华丽是昌江区西郊
街道官庄社区社保工作人员，日常上班兢兢业业认
真负责，每年收医保费时都正确无误，由于每年医
保费都是不同的几种价格，居民非常不理解，江华
丽就不厌其烦地耐心跟居民解释，收到居民的好
评。

今年在收居民黄丽兰的医保费时，黄丽兰不慎
将数千元遗失在江华丽脚下，江华丽下班时才发
现，捡起来一数一共柒仟多元，江华丽经过打多人
电话询问才问清楚原来是黄丽兰不慎遗失的。黄丽
兰接到失而复得的柒仟多块钱激动地连声说：谢谢
谢谢！江华丽拾金不昧的行为展现了社区工作者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获得辖区居民的一致称
赞。

本报讯（周美丽 记者 甘牧）近日，市房产管
理局太白园房管所组织全所党员干部学习了党的十
九大精神。

该所领导向大家详细解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
同时要求大家要经常参加学习培训，全面准确、学
深悟透精神实质；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引领，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做好本职工
作；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
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提升服务质量，推动
全所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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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本报讯 （刘玉华 记者 付裕 文/图） 1月8日
下午，珠山区新村街道百眼井社区对辖区内的重特
大病户、残疾人家庭等困难居民进行了走访慰问。

在走访中，社区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困难居民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同时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地帮
助，勉励困难居民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此次活动
共走访慰问各类困难居民5户，发放过冬棉被5
条，大衣5件，让困难群众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 （汪志萍 记者 甘牧） 1月9日上午，
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村社区组织老年分校和计生
协会志愿者，对辖区空巢老人、困难居民和老年分
校困难学员进行了走访慰问，同时为体弱多病和行
动不便的退伍老军人上门登记信息。

志愿者向老人送上了御寒的棉衣棉被等慰问物
资，亲切地与他们聊天交谈，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
和生活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这次活动共走访慰问了 25 位空巢老
人、困难居民和老年分校困难学员，为4位行动不
便的老退伍军人进行了信息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