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5日8时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7
月 5 日 8 时，我市启动防汛
四级应急响应，明确各防
汛 责 任 段 巡 守 任 务 。 当
晚，巡守单位人员全部到
位，对圩堤 24 小时值班巡
守。图为泽泉乡防汛人员
巡查圩堤，清理堤脚杂草、
垃圾等。 （肖宝林/摄）

我市启动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统计，进入6月以来，我市出
现了4轮大到暴雨天气过程，总降雨量376.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7成。暴雨天气导
致全市21座水库逼近汛线水位，为保证水库
堤坝安全，迎接新一轮降雨，我市组织人员
打开全市水库涵管闸，腾空防洪库容，确保
安全度汛。

7 月 6 日，笔者在泽泉乡关帝庙村黄家
凹水库看到，10余名工人正在对水库堤坝背
水面进行除杂。水库蓄水量较满，村民们平
时洗衣物的桥板都已被淹没，水库堤坝背水
面涵管正在进行泄洪。在泽泉乡花园村石

塘水库，除了涵管泄洪外，溢洪道的出水量
也很大。“这个水库是一个小A型水库，库容
为10万立方米，正常水位是74米。由于这
段时间下了几次暴雨，水库水位明显上涨，
于是立即打开涵管闸泄洪，保证水库水位一
直保持在74米这个安全高度。同时，我们也
组织了人员除杂，方便防汛人员巡堤查险。”
泽泉乡水务站站长高元金说。

农业农村水利局技术人员夏宜谱说：
“接到气象部门预报，后面一周是集中降雨
期。我们将把所有涵管全部打开，参与泄
洪，并腾空防洪库容，迎接下一轮强降雨。”

据气象部门预计，受西南急流和高空短
波槽东移影响，预计5至7日，我市有明显降
水天气过程，局部有暴雨。9至10日还有一
次降水过程。对此，我市水利部门做好山塘
水库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好乡村水务员队伍
力量，加大巡查力度、巡查次数，做到早发
现、早预防、早处置，确保全市山塘水库安全
度汛。“后期将加强巡查，遇到特殊情况，可
能会将溢洪道降低高度泄洪，保证水库堤坝
的安全，涵管24小时打开，一旦天气转好，考
虑到农业生产，我们会进行科学调度，涵管会
适当减少泄洪。”夏宜谱说。 （彭招峰）

我市21座水库腾空防洪库容迎接新一轮降雨

为帮助辖区党员群众运用正当途径
守护好自身“钱袋子”，普及党员群众所需
的基础金融知识，提高群众的投资理财技
能，提升群众识别非法金融广告能力，强
化金融消费风险责任意识教育，近日，茶
山街道文华社区召集辖区党员群众及社
区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学习非法集资活动
的消极影响，对非法集资的特征、主要表

现形式、主要手段、特点等进行全方面讲
解，让党员群众有了初步的了解，扫除相
关知识盲区。

通过本次集中学习，大家深刻了解到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风险性和危害性，进
一步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党员群众
们抵御和鉴别非法集资的能力。（骆彬彬）

文华社区召开防范非法集资学习会
7 月 1 日，江中食疗共青基地制造党

支部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永远主题》讲党课主题党日活动。

这次党日活动，讲述回顾了中国共
产党的光荣历史，勉励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守信仰、践行誓言，查找差距、
自我革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实现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亲宝）

江中食疗开展讲党课活动

为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及党员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的工作能力，彰显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
力，茶山街道北峰社区开展一系列主题
党日活动。

近日，北峰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市人大
常委会、市扶贫办将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带
给社区党员们。北峰社区主任芦婷就老
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教育、医疗、环境、
文化等重大改革措施进行详细的解读。
党员们纷纷表示，政府工作报告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报告内容详实全面、语言真
切朴实，贴近百姓切身利益，报告中也指

出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当前的重点、难
点，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求真务实、与时俱
进、勇于创新的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北峰
社区党员和热心居民主动请缨加入北峰
社区群防群控队伍，他们践行着新时代文
明精神，积极参与、无私奉献，以平凡之力
汇成抗疫暖流，彰显了责任担当，诠释了
爱心善意。为鼓励激励防疫一线的志愿
者们，北峰社区为他们颁发了“最美志愿
者”荣誉证书。

5月20 日是老党员陈明彩94 周岁的
生日，北峰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市扶贫办

工作人员和社区党员们为这位有着46年
党龄的老党员送上香甜的生日蛋糕，煮长
寿面，大家齐声合唱生日快乐歌，还关心
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品
着香甜的蛋糕，吃着香气四溢的长寿面，
在大家一声声的祝福中，陈明彩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此次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对
党组织的归属感，唤醒了党员的入党初
心，增强了党员身份的自豪感、责任感、
使命感，切实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发展推动力、群众
凝聚力。

□ 刘斯意

北峰社区：让“党味”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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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确保我市2020年
高考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和上
级部门的要求，抓紧、抓细、抓实各项安保及
防控工作。根据省、九江市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情况开展2020年共青城市中学考点高考防
控疫情工作应急演练预案。

7月3日，为确保今年高考顺利进行，保证
师生安全，共青城市中学考点举行高考疫情防
控演练。演练活动分为学生进校和出现发热学

生应急处理两部分。进校时学生间隔1米以上
有序排队，自觉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方可入
校，全过程有序、缓慢，不拥挤。学生出现体温
警报时，值班教师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实施分
流、隔离、消毒、上报等一系列处置流程，将危害
降到最低。“此次演练为全程仿真模拟演练，如
果发现体温有异常的学生，立即送到临时留观
点，由疾控部门进行研判是否能够参加考试，是
否需要到隔离考场去考试；如果考场的学生突
然身体不适，由医务人员和疾控部门进行研判

是否在原教室考试，是否需要到隔离考场去考
试。”共青城市中学校长胡济光说。

“走完这个流程之后，就觉得心里没有那
么紧张了，对高考的时候怎么入场也更加熟
悉了，心里比较踏实。”高三学生家长们纷纷
表示，“今天看到孩子经过高考演练，感觉放
松多了，孩子对高考的流程熟悉了很多，我相
信孩子一定会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据了解，我市今年共有604名高考考生，
全市设有共青城市中学一个考点29个考场，

配备了5个应急考场以供身体有异样的考生
考试。所有考务工作者及外省回考的考生需
提前一周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共青城市中
学准备了近 30000 个口罩，84 消毒液 130 余
斤，速干免洗消毒液187瓶，一次性橡胶手套
100双，防护服32套。此外，从7月6日下午3
时至5时30分，考场周边进行交通管制，考生
看考场并试听英语听力。7 月 7 日至 7 月 9
日，白天全天进行交通管制，禁止噪音污染。
考试当天，考生提前45分钟进入考场。

模拟演练保障高考安全
□ 王亲宝

随着抖音短视频、腾讯微视、火山小视
频等短视频对人们生活习惯的渗透和改变，
短视频带货成为一种新的电商销售模式，江
西大卖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看中了这一
新的增长点，抓紧机遇做大做强。

6月24日，笔者来到入驻在我市万商城
的江西大卖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公司
核心成员桂训法和蔡青正忙着补发货品和
处理售后。别看公司只有他们两个90后的
年轻人，但凭着敏锐的眼光和执着的干劲，
短短3个月，他们就开拓了公司新媒体电商
领域，并售卖了6600余单，销售额达56万余
元。“从疫情有所好转开始上班以后，基本上

每天都有300~500个订单，最高的一次一天
有1200余单。”桂训法说。

桂训法告诉笔者，所谓的新媒体电商其
实就是利用眼下火爆的短视频市场，利用大
数据抓痕使用者的搜索记录，精准地推送相
关短视频，进行广告植入，从而售卖产品。
最主要的是公司不需要备货，只需要和产品
的生产厂家对接好，把每天的订单信息转发
给厂家发货即可，公司节省了备货、发货等
一系列运行成本。“类似于经销商，但有区别
于传统的经销商，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
领域，叫做二类电商，现在很多草根创业者
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开店铺。”桂训法说。

除了销售平台区别于传统电商外，新
媒 体 电 商 更 注 重 引 导 消 费 者 的 消 费 习
惯。传统的电商是消费者想要买一个东
西的时候会打开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选
购商品，新媒体电商则是在消费者观看短
视频、休闲娱乐的时候，激发消费者的购
买欲望，成功进行产品的销售。“我们通过
抖音短视频、今日头条、火山小视频这些
APP，利用大家零碎化的时间，通过广告投
放、做视频和我们团队的一些运营技巧，
最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顺利地在国内新
媒体市场摸索出了自己的套路，迅速成长
起来。”桂训法说。

“短视频带货”抓住电商发展新机遇
□ 彭招峰

市教育系统举行
第二届职工气排球赛

7月4日，市教育系统举行第二届职工气排球赛。九
江共青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市教育体育局局长肖德法
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赛。

此次气排球赛为期2天，分为男组、女组，共21个代表
队。比赛中，各代表队运动员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精神，传球、扣球、拦网，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沉着应
战，赛场观众不时报以阵阵喝彩。此次比赛在我市教育系
统掀起了崇尚健身、参与健身的热潮，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教职工强身健体的意识。 （胡卫浩）

我市开展2020年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

7月4日，市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珍珠湖
明珠广场开展以“绿水青山，节能增效，美丽共青，我是行
动者”为主题的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

活动通过朗诵《给未来一片绿》、节能减排三句半、勤
俭节约歌等节目拉开序幕，引导广大市民增强节能减排意
识，养成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生活习惯。同时，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低碳节能宣传单页、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及现
场咨询讲解等方式，动员全市更多人参与到低碳行动中来，
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杨懿）

市文广新旅局
扎实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连日来，市文广新旅局深入各乡镇（街道），通过独唱、
合唱、小品、模特秀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增强老百姓对
扫黑除恶工作的认识；深入各社区、农贸市场、路口等地
段，广泛宣传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相关知识，引导群众
知法、守法、学法；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九江市扫黑除
恶进行时专题片》；通过“专项行动”“夜间突击”“联合执
法”等多种形式，积极深入到各网吧、KTV、印刷厂、游艺场
所、景区景点开展扫黑除恶执法检查，，扎实开展上网信息
登记管制，KTV曲库内容清查，游艺娱乐场所游戏设备管
控，“黄赌毒”违法犯罪行为防范，真正做到文化旅游行业
领域“六清”。

连日来，江益镇跃进村赣香缘藕带专业
合作社百亩荷花进入观赏期，夏荷初开，莲叶
田田，不仅成了南来北往的游人打卡地，更承
载了基地农户丰收的期盼。

走进跃进村赣香缘藕带专业合作社百亩
荷花田，淡淡荷香扑鼻而来，粉嫩的荷花，或
含苞待放、或竞相盛开，随着微风摇曳着身
姿；田田的莲叶上水珠滚动，显得愈加娇艳欲
滴。游人行走在木质栈桥上，仿佛置身花海
之中，荷香阵阵，沁人心脾。跃进村党支部书
记张博开表示，赣香缘藕带专业合作社基地
从2018 年开始种植荷花，目前已种植100 余
亩，基地联结了5户贫困户，每年可为每户贫
困户增收二至三千元。 （王亲宝）

共青科教城
举办职工篮球赛

6月30日至7月2日，由南湖新城管委会
和市教育体育局共同举办的职工篮球赛在科
教城体育馆火热进行。

比赛中，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大家
在赛场上每球必争，全力争胜，打出了高水平，
展示了真风采。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南昌航
空大学科技学院教职工篮球队最终获得冠军。

此次篮球赛共 7 支球队参加，80 余名科
教城高校业余篮球爱好者参与。整个比赛赛
场竞争激烈、场外秩序井然，充分展示了科教
城教职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甘于奉献的精
神风貌。 （胡卫浩）

多部门联合整治
成品油市场

7月1日，市商务局、公安局、环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开
展成品油市场集中专项整治。

检查中，工作人员对企业油品来源是否合法、安全设
施是否到位、证照是否齐全等问题进行了仔细检查，并现
场核查了企业成品油进货、销售渠道等相关台账和发票。
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相关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有效规
范了我市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实现成品油市场监管常态
化、长效化。 （杨懿）

“公益艺术培训”是我市群众享受政府
“文化惠民”政策、提升艺术技能的窗口。为
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措施，进一步提高我市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做好市文化馆艺术培训工
作，市文化馆采用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模
式面向全市免费教学。

市文化馆免费艺术培训班报名时间为7
月3日至7月10日。少儿暑期班针对3岁半
至14岁的儿童开设了流行舞、书法、美术、钢
琴等丰富的课程，计划7月15日正式开班。

下一步，市文化馆免费艺术培训班自 9
月份还将开设为时四个月的成人班及福利院
特训班，进一步满足市民文化需求。（丁兰颖）

市文化馆
免费艺术培训班开始报名

市医疗保障局
五举措保民生

市医疗保障局聚焦“六稳”“六保”，五大举措精准发
力，稳基金、保民生。

聚焦医保扶贫。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四道保障线”
“一站式”结算政策落地落效，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政策跟
踪服务。聚焦经办服务。缩短审批流程、简化异地就医备
案手续以提升服务能力，参保群众报销快。聚焦全民参
保。通过网站、微信、宣传资料等渠道加大医保政策宣传
力度，全民参保率达98.1%。聚焦疫情防控阻击战，减征缓
缴措施助力复工复产。2月预拨100万元专项用于新冠肺
炎医疗保障；3月适时出台阶段性减征（缓缴）企业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费措施，为企业减轻参保费用负担264万元。
聚焦打击欺诈骗保攻坚战。2019年集体约谈定点医疗机
构1次，处理违规医药机构82家，追回追缴罚款41万元；
2020年邀请商保公司第三方力量参与，启动对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集中检查，重点治理。 （王亲宝）

市司法局
指导定点帮扶村精准脱贫工作

近日，市司法局一行到定点帮扶村——江益镇江益村
指导驻村帮扶工作。

市司法局一行与驻村第一书记、江益村两委干部进行了
座谈，听取了驻村帮扶工作情况及对驻村帮扶工作的意见建
议，详细了解当前工作进展、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困难。

市司法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帮扶
队工作责任重大，驻村队要多走访、勤沟通，及时掌握帮扶群
众困难与需求，结合新农村建设，有的放矢、精准帮扶。（刘奕）

东湖小学：“画”说环保
近日，东湖小学组织学生开展主题为“让

地球幸福美丽吧”的绘画活动，引导孩子们将
心中幸福美丽地球画出来，潜移默化中树立
环保意识。

现场，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描绘出了
一幅幅美丽的童画，以画倡导“爱护地球资
源、保护地球环境”。此次绘画活动，提升了
孩子们的绘画水平，把环保的种子播撒在孩子
们心中，牢记“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王亲宝）

7月3日夜间，我市突降暴雨，当晚18时
至24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6.6mm，其中最大
降水量为 92.2mm。强降雨导致我市南湖大
道金茂广场段、高尔夫大道消防救援大队段
道路积水严重。路过的市民纷纷拿起手机拍
摄，调侃开启看海模式、需要乘船出行等。从
市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在南湖大道上，
积水最严重的的时候，停在路边车辆被浸泡
在雨水中。当晚20时左右，市蓝天救援队出
动7名救援人员，在全市道路上巡查，对积水
路段进行疏通。截至目前，未造成其他人员
和财产损失。 （彭招峰）

我市突降暴雨导致城市内涝
部门积极疏通救援

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校园周边安全检查

7月1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高考前学校周边安全
专项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共青城市中学周边的超市、文化用
品商店、书店等地为重点检查区域，重点检查2B铅笔、中
性笔、橡皮擦、计量工具等考试用品，查看文具用品标志内
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查看商家有无销售假冒侵权、“三
无”等文具用品违法行为；查看经营者是否持照、亮照经
营，是否存在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情况；检查中学周边
预包装食品店、小餐饮店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落实情
况，进货验收、台帐登记是否记录完整规范，是否存在销售
过期的食品。截至目前，暂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江益镇跃进村
百亩荷花亭亭立立 荷香盈盈沁人心脾

4957万元贴息贷款
带动1600余人创业

7月1日，笔者从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了解到，我市今年上半年发放创业贷款
4957 万元，带动 1600 多人就业创业。其中，
第二季度发放创业贷款2380万元。

今年以来，我市把支持创新创业作为扩
大就业的重要突破口，在落实省、九江市、我
市创业贷款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有效整合资
源，完善服务模式，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
门槛，使自主创业农民、网络商户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等更多符合政策条件的创业者享受到
贴息贷款优惠政策。 （彭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