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记者从南昌市民
政局获悉，2020年清明节期间，
按照“部门指导、属地负责，分
类分级”的原则，暂停南昌市瀛
上墓区（含经营性公墓、骨灰
堂、历史埋葬点）、南昌市其他
经营性公墓、大型公益性公墓

及封闭式骨灰堂清明节期间的
现场祭扫活动。暂停组织公
祭、骨灰撒散等群体性活动，暂
时封闭墓区各出入口，加强人
员管控及周边区域巡视，确保

“祭扫车辆禁行、祭扫人员禁
入”。 （记者杨晓林）

南昌暂停2020年清明节现场祭扫活动

清明在即，各地如何加强疫情
防控、有效避免因祭扫人员扎堆聚
集而感染的风险？3月23日，记者
从江西省民政厅获悉，近日，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统
筹做好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与祭
扫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做好清明节期间疫
情防控与群众祭扫服务保障工作
进行部署。

《通知》指出，各地要按照“突
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分区
实施”的工作要求，分区分级差异
化开展清明祭扫，对疫情防控形势
进行科学研判，精准实施分区分级
差异化防控策略。疫情防控风险
较高的殡葬服务机构，可暂停祭扫
服务，尽可能提供网络祭扫、代祭
服务、敬献鲜花、挂黄丝带和寄心
语卡等简约文明的替代性服务，满
足群众合理祭扫需求。具备条件
且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可提供现
场祭扫服务，做好控流量、防聚集、

强防护、保安全等工作，科学设置
祭扫场所人流承载量，做好祭扫人
流量关口前置管控，加强祭扫流量
监测预警，强化殡葬服务场所入口
及周边引导管理，加强祭扫服务引
导和机构场所巡查，严格落实防护
防控措施，防止交叉感染。

《通知》明确，各地要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切实增强疫情防控的责
任与担当，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加强联防联控，做实做细疫情
防控、交通疏导、祭扫管控、秩序维
护等工作。加强祭扫人员出入管

理，通过“赣通码”等方式实名登
记，做好体温测量，督促佩戴口
罩。依法有序推进祭扫“三禁”（禁
止焚烧纸钱、禁止燃放鞭炮、禁止
使用塑料祭祀品）工作，坚决制止
违反规定的祭扫活动，严防火灾、
踩踏、交通事故等。乡镇（街道）及
村（居）委会要安排专人负责较为
分散的农村公益性公墓及历史埋
葬点祭扫活动的安全管理，避免祭
扫群众扎堆聚集，严防因使用明火
引发火灾事故。

（记者杨晓林）

加强疫情防控降低聚集感染风险

江西分区分级开展清明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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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单位 本月价格 上月价格 环比（%） 

油菜 元/公斤 6.6 7.21 -8.46 

芹菜 元/公斤 7.17 7.31 -1.92 

生菜 元/公斤 6.3 6.96 -9.48 

大白菜 元/公斤 4.71 5.01 -5.99 

菠菜 元/公斤 8.37 11.4 -26.58 

圆白菜 元/公斤 4.91 5.13 -4.29 

西兰花 元/公斤 9.59 9.76 -1.74 

菜花 元/公斤 7.3 7.58 -3.69 

白萝卜 元/公斤 3.64 3.94 -7.61 

土豆 元/公斤 6.4 6.45 -0.78 

生姜 元/公斤 13.26 13.44 -1.34 

胡萝卜 元/公斤 5.43 5.84 -7.02 

莲藕 元/公斤 8.78 9.6 -8.54 

莴笋 元/公斤 6.24 6.67 -6.45 

山药 元/公斤 11.1 10.96 1.28 

黄瓜 元/公斤 7.39 7.51 -1.6 

冬瓜 元/公斤 4.66 4.78 -2.51 

苦瓜 元/公斤 9.7 10.19 -4.81 

西葫芦 元/公斤 7.41 7.88 -5.96 

南瓜 元/公斤 4.69 4.84 -3.1 

豆角 元/公斤 8.84 8.66 2.08 

豆芽 元/公斤 5.51 5.5 0.18 

西红柿 元/公斤 8.44 9.13 -7.56 

茄子 元/公斤 8.09 8.64 -6.37 

辣椒 元/公斤 8.04 8.38 -4.06 

青椒 元/公斤 7.36 7.39 -0.41 

洋葱 元/公斤 6.59 7.19 -8.34 

蒜头 元/公斤 10.9 11.26 -3.2 

韭菜 元/公斤 8.71 9.59 -9.18 

白萝卜 元/公斤 7.99 8.82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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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保监局多举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前两个月为企业节省融资成本4.1亿元

我省对技术创新中心实行动态管理
近日，记者获悉，为推进创新

型省份建设，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省科技厅出台

《江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办法
(试行)》。

管理办法明确了省技术创新
中心的申请组建条件、申报程序、
运行管理机制。同时，管理办法还
提出，省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实行竞
争激励和动态调整机制。中心每

运行3年左右，省科技厅组织绩效
考核或评估，绩效较好的在经费上
予以重点资助，并优先推荐申报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绩效较差的可直
接撤销其技术创新中心称号，或限
期整改，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撤
销其省技术创新中心称号。通过
绩效考核或评估，实行动态调整，
优化总体布局，促进省技术创新中
心良性竞争发展。

（齐美煜）

记者近日获悉，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江西银保监局坚决贯彻
银保监会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迅速行动，精准发力，制定出台系
列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的金融支持。

发放疫情防控贷款逾307亿元

加大信贷投入。引导辖内银
行业机构加强疫情期间的信贷投
入，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的资金需求。截至2月末，全省银
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元，
较年初增加1574.6亿元，同比多增
221.9亿元。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

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166.3
亿元，同比增长 25.84%；贷款户数
81.7 万户，较年初增加 1.49 万户。
累计发放疫情防控贷款4441户、金
额307.04亿元。

对中小微企业延期还贷近75亿元

稳定资金支持。结合江西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银保监会等五部
委《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
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联合
三部门出台实施意见，建立统计监
测制度，要求辖内银行业机构尽快
建立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对接机制，
及时回应诉求，高效办理业务，尽

最大努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全省
银行业机构通过落实展期与续贷
政策、调整还款付息安排等方式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据统计，2020年
1月25日至3月10日，全省银行业
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累计办理贷款延期
还本9568笔、金额74.87亿元，累计
办理贷款延期付息2779户、涉及金
额1.44亿元。

为企业节省融资成本4.1亿元

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减费降
息、提高放贷效率等方式，帮助企
业减轻负担。调低受困企业贷款

利率，降幅在30BP-165BP不等，不
少银行还主动采取了减免手续费、
降低担保要求等措施。据统计，今
年前两个月，全省银行业机构通过
减免服务收费、降低贷款利率、办
理无还本续贷为企业节省融资成
本4.1亿元。

推出“抗疫农担贷”等金融产品

创新产品服务。督促指导各
机构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受疫情影
响客户实际需求，创新金融产品，
助力复工复产。辖内银行业机构
创新推出“百福疫能贷”、“云义
贷”、“抗疫农担贷”等金融产品，全

力支持抗疫复工。同时，简化业务
办理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为受损
严重客户开辟绿色通道，安全便捷
高效满足各类金融服务需求。

完成疫情相关赔付2866万元

强化保险保障。全省保险机
构通过加快赔付、减免保费、延缴
保费、扩大责任范围等措施给予帮
扶支持，已完成疫情相关赔付支出
2866万元，减免保费163万元，延缴
保费2.45亿元，捐赠保险保额4003
亿元，将新冠肺炎纳入保险责任险
种达486种。

（记者杨晓林）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23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清理取消不合时宜
的临时管制措施和一些不合理的

证明、收费等规定。继续清查防控
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违规收费，严
禁向企业收取所谓的复工复产保
证金。

（据中新网）

发改委:

严禁向企业收取复工复产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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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经开区：按下餐饮稳健复工的快捷键
有着“烟火气息”的餐饮业复

工是城市复苏的重要体现。日前，
南昌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
实际，主动作为，在狠抓疫情防控
的同时，积极推动辖区餐饮业复产
复工，“四举措”助力餐饮业渡过难
关，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筑牢食品
安全防线。

一是前瞻性谋划，为餐饮业复
产复工提供依据。疫情爆发以来，
大部分餐饮经营户处于停业状
态。针对不少餐饮经营户复业心
切的情况，经开区市场局积极与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上级有关部门对
接，了解疫情防控要求，制定餐饮业
复工内部标准。通过详细告知前来
咨询餐饮经营户有关政策要求，正
确引导如何提前准备，有效缩短了
开业报备周期，赢得开业先机。

二是全覆盖培训，提升食品安
全与疫情防范水平。依托省局提
供的网络餐饮培训平台，通过 QQ
群、微信、摸排走访及备案提醒等
方式，广泛发动餐饮从业人员在开
业前参加食品安全与疫情防控知
识网络培训，做好复工知识储备。
截止目前，经开区市场局已组织辖
区近 4000 名餐饮从业人员参加网
上培训和考试，考试人数与餐饮业
经营许可发证数之比达 197.36%，
位列南昌各县区之首。

三是管家式服务，助力企业渡
过难关。为积极推动餐饮经营户
开业，经开区市场局专门制定了

《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业开业须知》，
详细告知餐饮经营户如何开展复
工工作。同时，各分局均安排专人
指导餐饮经营户开展备案工作，及
时了解清楚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
他们要对复工有信心，对消杀用品
储备不足的餐饮经营户，主动送上
口罩等防护用品，目前已累计发放
口罩 2100 余个。特别是针对部分
因各种原因未来市场备案的餐饮
经营户，各分局积极作为，主动上
门为其办理备案工作。

四是地毯式排查，落实食品安
全与疫情防范责任。复产复工中
的食品安全与疫情防控问题，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各分局充分
利用网格化管理优势，地毯式开展
餐饮经营户的专项检查工作，重点

检查员工健康状况、年前储备食材
处置情况、经营场所消杀、用餐人
员测温登记、外卖人员防护措施等
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立即督查
整改，督促各项食品安全与疫情防
控落实落细，尽可能减少用餐环节
的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开展食品
快检抽检工作，督促餐饮户自觉把
控食品原材料质量。截止目前，经
开区市场局已累计开展食品快检
36 批次，送检食品、食用农产品和
食品相关产品213批次。

南昌经开区餐饮单位有近
2000家，目前都在有序的进行复工
报备工作。开门营业不代表完全
松懈，开放堂食不代表全面放开。
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
强指导，督促各餐饮单位落实防疫
措施，规范经营，保障餐饮业复工
安全及公众用餐安全。

（张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