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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海龙 文/图） 3月7日 15
时许，景德镇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巡逻
中，发现一名小男孩在售票厅门口大声哭
泣，疑似走丢，民警立即将小男孩带回派
出所安抚，并通过其手中的一个手机联系
到了他爷爷。

经查，小男孩名叫吴某某（2017年8

月出生），由其父亲3月7日上午，从鄱阳
县油墩街带来景德镇火车站，准备于8日
凌晨前往无锡，后其父亲喝醉，将小孩放
在售票厅，自己在火车站广场花圃内睡
觉。17时许，小男孩的爷爷奶奶等家人从
鄱阳县油墩街镇赶来接走小男孩，并对民
警表示感谢。

日前，春风送暖，阳光和煦，珠山区在竟成镇童街村举行了2019年
春风行动就业扶贫送岗下乡活动。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送岗下乡
辖区内24家企业用人单位共提供2200多个岗位，不仅有业务经理、财务
会计、讲师等高层管理岗位，还有仓库管理、快递员、保安、保洁、月
嫂等适合贫困劳动力的服务型就业岗位。除提供就业岗位，会场还设立
了政策咨询点和岗位信息宣传栏，发放用工信息、就业创业政策等资

料，宣传就业创业惠民政策，并现场解答群众疑
惑，提升群众依法维护权益意识。现场有101人初
步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上午9时，招聘台位一摆开，就有不少村民
到招聘展台前咨询，询问了解企业的用工信息。
珠山区就业局招聘工作人员一边向村民散发政策
宣传单和岗位信息表，一边向村民详细介绍各用
人单位的用工待遇。

“有适合我这种在家带小孩的工作岗位吗，
能帮我找找吗？”一个手里还抱着几个月大婴儿
的年轻妇女带着疑惑的神情问道。“有的，这里
有份钟点工工作非常适合您，工资也还不错。”
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地给这名求职人员解释，一
边查阅岗位信息表。一位村民高兴地说：“这样
的招聘活动真好，把岗位送到家门口来，还不
收费，不出家门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非常感
谢政府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还有的村民
赶紧拿起了电话，通知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参加
招聘会：“来村里招工了，快来看看，有好多工
作岗位……”

记者获悉，为扎实推进建档立卡农村劳动
力、返乡务工人员及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
业，春节过后，珠山区就业局立即行动，以“促

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宗旨，将“春风送岗行动”推向深入，
利用年后的有利时机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为做好本次送岗下乡活
动，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局在活动前对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就业状况
及就业创业需求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与辖区企业进行岗位对
接，挑选适合他们的岗位送到家门口，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尽早实现脱贫致富。

“春风送暖”促就业
——珠山区春风行动就业扶贫送岗下乡招聘会侧记

江华荣 本报记者 吴立群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官龙样）近日，鹰潭铁路公安
处景德镇北站派出所民警在景德镇北站候车室巡查
时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神色慌张。当民警即将
检查到他时，该男子迅速向厕所走去，试图逃避检
查。

怀疑他的身份可疑，民警立即上前将他拦住，
要求出示身份证件。男子不太情愿地拿出了身份证
和车票，民警一瞧，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与该男子
相貌不符，便询问是否是其身份证件。男子闪烁其
词，解释说自己整过容，一边捏着自己的脸，一边
告诉民警整容过的痕迹还在，民警仔细观察的时
候，男子又着急着说自己要坐的车快开了。再次核
对身份证上的照片，民警发现该男子头型与身份证
上的照片有差异，于是继续询问调查，男子神色慌
张，在回答民警问题的时候，连自己身份证上的信
息都答不出来。眼见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便承认
该身份证不是自己的身份证。

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经过认真核
查比对，发现该男子竟然是一名涉嫌故意伤害案的
网上在逃人员。在事实的面前，男子承认了自己的
真实身份，冒用捡来的身份证乘车是想逃避法律的
制裁，没想到第一次用就被公安机关抓获。

本报讯 （黄为 胡文卿 记者 吴立群） 3月6日下
午，珠山公安分局里村派出所联合分局禁毒大队到市二
十六中，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场生动的禁毒知识讲座。课
堂上，法制副校长通过图文并茂的演示文稿，向同学们
详细讲解了毒品的种类、吸毒的危害以及怎样抵制毒品
等知识。通过典型案例，客观展现了毒品对人的生理和
心理的侵蚀，让同学们直观地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进一
步强化了师生们“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

活动得到了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课后，同学们纷
纷表示，通过此次讲座，使他们对毒品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自觉远离毒品，提高自
我保护和防范意识，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本 报 讯 （桑良鹏
记者 余露） 自“斩魔
行动”开展以来，昌江
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认真
学习领会“斩魔五号”
行动方案精神，广泛收
集涉毒线索。继2月底
破获一起贩毒案件后，
近日，又获悉我市某小
区有吸毒人员出现，该
大队立即组织警力开展
摸排工作。

3 月 4 日下午 4 时
许，该大队民警发现在
我市某小区6 栋 2 单元
内，有多名疑似吸毒人
员出现，便立即组织民
警进行抓捕，一举抓获
正在吸食毒品的骆某和
王某等四人，现场收缴
少量毒品和吸毒工具若
干。

经查，犯罪嫌疑人
骆某对其容留他人吸食
毒品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骆某被依法刑事拘
留，王某等三人被依法
行政处罚。

本报讯 （程欢欢 记者 万慧芬）珠山公安分局
太白园派出所积极收集线索，对传销行为严查严
打。近日，该所在一处居民楼内成功解救了一名陷
入传销组织的贵州女大学生。

日前，该所接到一通来自贵州的报警电话，一
名朱姓男子称他的一名女性朋友通过微信向他求
助，女子在微信中提到她被骗到了一个传销窝点，
地址在景德镇珠山区二中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内，希
望朱某帮自己报警。

该所接警后高度重视，立即派出6名民警参与到
传销窝点的摸排当中。但由于女子微信中说的地址
不精确，民警只能一个一个社区地询问。在经过1个
多小时的地毯式搜查后，在曙光路一居民区内有群
众反映，六楼有一户疑似有传销人员在内。民警迅
速出击，在六楼一户内将里面六男一女全部控制带
回。

经调查，女子为苗某，是贵州一大学的一名在
校学生，其朋友骗她是来打工的，没想到却使自己
陷入了传销窝点。她已经被骗入传销组织10多天，
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通过微信求救。其余6名男子对
自己参与传销行为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苗某已
经返回贵州，其余六人已被遣散。

太白园派出所

捣毁一处传销窝点

北站派出所

民警慧眼识“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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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胡静安 记者 查艳）近日，珠山区周路口
街道广场社区卫健专干来到特扶家庭黄纪仁老人家中，
帮其申请保险出险手续，让特扶家庭得以在政策的普惠
之下感受“爱”的温暖。

据了解，在计生特扶家庭帮扶模式中，广场社区计
生协从多方面围绕计生特扶家庭老人的安康开展项目，
对辖区内特扶家庭进行关爱和救助，对他们的生活需求
及时了解、及时解决，让他们在关爱中找到心灵的慰
藉，安度晚年。80多岁的黄纪仁老人患有前列腺肿瘤，
每年住院及医药费花费较大，该社区计生协为特扶家庭
办理了护理补贴保险，此次卫健专干主动联系其家属，
帮助他申请保险出险手续。

本报讯（严榕芳 记者 余露）近日，珠山区昌河街
道梦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在小区广场开展了“扫黑除恶扬
正气，大力宣传助平安”宣传活动，切实提高社区群众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及参与率，让辖区广大群
众认识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活动现场，该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
解法律法规知识、发放扫黑除恶宣传单、设立咨询台等
多种形式向居民讲解黑恶势力的危害性，介绍扫黑除恶
的宗旨、具体内容和检举揭发黑恶势力的举报渠道、方
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检举
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讯（冯明芳 记者 余露）近日，珠山区珠山街
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深入辖
区走访就业困难女职工。

工作人员来到御窑社区蔡家街李小英家，详细地了
解她的家庭情况和就业困难情况，对她就业难的问题及
时地提供了帮助，根据她个人的需求，帮她在华达百货
公司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岗位，同时向她宣传了“4050”
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保补贴等政策法规，让她切切实
实地感受到了党的好政策给她带来的实惠和温暖。

慰问

本报讯（王慧萍 记者 吴立群）3月4日下午，昌江
区新枫街道红光社区卫生服务站联合区疾控中心开展了
以“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减盐、减糖、减
油”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张贴宣传画、发放公民
健康素养知识等宣传资料和围裙、接受群众咨询等健康
生活指导，广泛宣传生活与健康的关系，倡导“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健康生活方
式。现场，医护人员们耐心地解答群众所关心的各种问
题，并同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余份，免费义诊50多人次。

本报讯（吴静竹 记者 甘牧）3月11日下午，昌江
区疾控中心专家走进市第十六小学，为该校学生举办了
一场主题为“三减三健，全民健康”的讲座。

专家告诉同学们，当前我国儿童龋齿检出率较高，
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存在龋齿，所以大家必须从小培
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牙齿，做好口腔保健措
施，这样才能有效控制龋齿。主讲人还详细解答了孩子
们提出的相关问题。

本报讯（谭梅香 记者 吴立群）近日，珠山区石狮
埠街道妇联、计生协、风景路社区党员志愿者联合“新
天地”幼教开展了以“弘扬家风家训”为主题的教育活
动。

通过让孩子们观看图片、视频，懂得3月8日是妈
妈们的节日，懂得妈妈的辛苦付出，现场小朋友们为妈
妈们送上歌曲《我的好妈妈》。 家长和孩子们的互动环
节使现场欢笑声一片，通过此次活动，让学龄前儿童建
立良好的行为习惯，鼓励大家用实际行动弘扬文明家
风，争做幸福家庭。

本报讯（袁涛 记者 甘牧）近日，市卫生监督所工
作人员对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了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采取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
方式。监督员先后来到六家医疗机构，就医疗、传染病
和计划生育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当场下达了监督意见书并责令限期整改到位。

检查

火车站派出所民警

帮助走失小男孩寻找亲人

本报讯 （卞荣祺） 近日，
航空工业昌飞退休职工赵师傅
来到公司职工医疗互助基金办
公室，很快完成了自付医疗费
办理手续。拿到报销款后，赵
师傅高兴地说：“工会真是实实
在在为职工办好事、解难事，
不愧是我们最为信赖的娘家
人！”

该公司自2016年建立职工
医疗互助基金，现已累计面向
全体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报
销医疗费达 300 余万元，仅
2018年就为370余人次办理医
疗费报销近 157万元，其中职
工个人最高获益达 13 万余元
（含一次性补助）。此举在很大
程度上有效缓解了病患职工家
庭的经济负担，并已成为落实
困难职工帮扶解困的一个惠民
品牌。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践行
人本理念，以解决职工需求为
原则，相继建立了职工医疗
互助、困难职工帮扶和金秋
助 学 三 项 保 障 基 金 。 2018
年，该公司工会为 156人次在
职职工发放困难补助 5.68 万
元；慰问基层单位病伤职工
309 人次，发放慰问金10.62万
元；为 171 人次退休职工发放
慰问金2万余元；共为7名公
司困难职工子女提供助学款近
2万元。

与此同时，该公司工会积
极组织先进职工疗休养活动，
连续两年为公司独生子女父母
办理了相关奖励，并持续开展
夏送清凉、冬送温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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