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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
中国进入常态化，各地中小学、
幼儿园将于 9月 1日左右开学，
与往年秋季开学时间基本一
致。不同的是，今年的开学季
与疫情防控紧密结合，安全开
展教学相关活动成为社会的重
要关注点。

29 日清晨 7 点半，在北京
市八一学校小学部校门前，一
年级新生入学报到。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今年北京市中小
学、幼儿园实行分批、错峰开
学。当天小学一年级、初一、初
三、高一、高二、高三年级等六
个年级首批返校。多数学校安
排了新生入学教育、开学典礼、

开学第一课等主题活动，帮助
学生度过从居家生活到校园学
习的适应阶段。

9月1日、9月7日北京中小
学其他年级将陆续开学。9月8
日起，各类型幼儿园大班、中班
开园；9 月 11 日各类型幼儿园
小班开园后，北京市中小学幼
儿园将全部开学，进入正常的
教学秩序。

教育部在近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秋季学期具备
了全面开学的条件，各地要在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分期、分批、错时、错峰开学。
数据显示，今年春季学期结束
前，中国共有 2.02 亿学生返校

复课，而且实现了校园零感染。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开学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成为许多学校关注的重点。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设置心
理健康必修课，配备了4名专职
心理教师，并鼓励班主任进行
心理学再培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
社会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杨
玉春表示，相关部门应创新健
康教育工作机制，动员卫生系
统、社会组织、校医、心理教师
等，打造一支专业的大健康工
作团队，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把握能力。

据新华社

全国各地迎来疫情下的开学季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为许多学校关注重点

京江晚报讯 昨晚的南山
北入口广场“变身”文艺大舞
台，“2020 金山文化艺术节”在
此盛大开幕。看炫酷演出、逛
文艺夜市、收获文创礼品，现场
近千名观众感受艺术魅力。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孙晓南参加开幕式活动并致
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萍、副市长潘早云、市政协副主
席吴彤参加活动。

开幕式在快闪《脉动镇江
跑起来》中拉开帷幕。现场设
立了金山舞台、童星舞台、潮流
舞台和文艺集市四个功能区，
采用“演出+文化夜市+云分
享”构架，以“多舞台、全区域、

广受众”的创意思路，向市民呈
现一场全民派对式的演出。

作为第二届艺术节的首次
尝试，开幕式除了南山主会场，
还在各市设有分会场，实现远
程直播，同步分享。当各市分
会场共同唱响《同唱祖国好》
时，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前
由多家媒体联合发起的——

“燃”公益新闻行动在潮流舞台
举行。镇江电台的主持人和文
艺集市的摊主们一同进行“燃”
公益行动的首次募捐和直播。
这项为“星星的孩子”——自闭
症儿童点亮希望的活动，获得
文艺集市的“摊主”和市民的积
极响应。现场观众竞相奉献爱
心，捐赠了乐器、空气净化设
备、美术用品等学习生活用
品。据悉，艺术节期间，“燃”公
益新闻行动还将举办多场活
动，点燃大家心中的“大爱之
光”。

今年的“金山文化艺术节”

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推
出 6 大板块、超百场“文化大
餐”，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创
新了“云端资源、网络直播、街
头展演”三个亮点。囊括了音
乐剧、古典乐、传统戏剧、流行
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艺术
门类，既有镇江本土文艺精品，
也有国内外顶尖的艺术演艺。

孙晓南在致辞中表示，“重
塑争雄之志、再造争雄之势，文
艺的力量不可或缺、作用独
特。”举办“金山文化艺术节”，
以“让文艺点燃镇江”为主题，
就是希望进一步吹响决胜全面
小康的号角，吹响奋力开创“三
高一争”新局面的号角，借助文
艺的力量，为发展点赞喝彩、为
实干加油鼓劲，引领推动全市
上下聚力奋斗、加速奔跑、比学
赶超，努力在谱写“镇江很有前
途”新篇章中争得城市荣光。

（马彦如）

“让文艺点燃镇江”

第二届金山文化艺术节开幕

京江晚报讯 今年以来，丹阳
市人社局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强
化经办流程，全民参保计划、社会
保险费阶段性减免等惠民重点项
目取得实质性成果。截至目前，
丹阳市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
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在职参保人数26万人，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8.57万人，
基础养老金发放率100%。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持续推
进社会保险扩面。始终坚持“有
诉必究、举报必查”的原则，多次
进行实地稽核，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抓住今年社保减免政策出台
的契机，赴各类企业宣传政策，详
细介绍减免政策施行后单位可切
实享受到的政策红利，并结合实
际情况为其估算每月可节约的用
工成本，督促企业依法为职工参

保缴费。今年以来企业职工参保
数大幅增加，上半年新增企业职
工参保登记10624人。

共享扶贫成果，按下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进保障“快进键”。与
扶贫、民政部门建立“建档立卡未
脱贫人员、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三类困难群体信息共享机制，确
保所有扶贫对象全部纳入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据统计，上半
年有 49 名困难群体人员新纳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为
2445 名困难群体人员代缴养老
保险费，代缴金额（含财政补贴）
共195.6万元。

助力企业脱困，阶段性减免
社保费。2-6 月，丹阳共减免全
市企业社保费 3.86亿元，切实减
轻了企业社保负担，有力支持疫
情后企业复工复产。 （沈春来）

丹阳织密社会保障网

京江晚报讯 8 月 29 日上
午，镇江高专 2020 年暑期干部
培训班举行。

本次培训为期三天，邀请
省市党建与思想政治建设、职
业教育发展、干部素质能力提
升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开设多场
讲座，同时安排一定比例的实

践教学。
镇江高专党委书记林枫表

示，本次培训聚焦高质量发展
能力的提升，致力于更好发挥
地方高校的作用和优势，为镇
江“跑起来”贡献高专力量和智
慧。

今年以来，镇江高专克服

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先后于3
月通过“线上”方式举办了中层
干部学习教育培训，于7月开展
了科级干部和党员学习教育培
训，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
和业务水平。

副市长潘早云出席开班仪
式并讲话。 （刘曦 古瑾)

镇江高专举行暑期干部培训

京江晚报讯 日前，江苏璟胜
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佳佳在扬中市行政审批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窗口拿到了“热乎
乎”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不动产权
证。“4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实现

“三证齐发”，刷新了扬中市建设
项目快速审批的纪录。

“我为他们的工作点赞！”李
佳佳告诉记者，她见证了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三证齐发”的工作流
程。“我是常州人，不熟悉扬中，找
哪些科室都是懵的，没想到全程
都有工作人员指导，我只要跟着
他们走、按照提示办就行。”

据悉，以前企业用地的模式
是先挂牌成交，签订出让合同、缴
纳出让金，待企业材料提交齐全
后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缴纳相关税费后，再取得不动产
权证；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和不动产权证后，进行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的审查，方
案通过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三证”到手最快也需要
14 个工作日。“这次创新试点将
审批时限压缩至 4 个工作日，主
要服务全市无污染、无危化设施

的一般工业项目。”扬中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介
绍。

据了解，在土地挂牌前，基层
国土所提前介入，精准服务；江苏
璟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拿地
后，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
审批科、建筑规划管理科、开发利
用科等科室无缝对接，并联会办，
在办理土地手续的同时提前介入
开展方案审查、施工图审查等技
术性审核，杜绝了内部核发的审
批要件互为前置，完全实现土地、
规划、不动产审批业务的“大并
联、齐步走”，彻底打通了快速审
批链条，实现了“交地即发证”“交
证即施工”。

今年以来，扬中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按照“放管结合”的工作
思路，先后实施“交房（地）即发
证”、建设项目“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和“多测合一”等一系列改革，
在压缩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流程
方面做了大胆革新，第一时间梳
理再造建设审批流程，提高审批
效率，实现了建设项目审批全链
条的大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蒋芙蓉 孙柳燕 朱琳 心俊）

扬中“四天三证”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米”

京江晚报讯 由句容市丁
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与镇
江顺丰共同举办的“丁庄葡萄
天猫旗舰店上线首发仪式”近
日在“葡萄小镇”丁庄举行。

在现场发车仪式上，镇江
顺丰“丁庄旗舰店”被授予官方
唯一指定物流服务商，双方将
长期开展战略合作。此次“丁
庄天猫旗舰店”上线运营，依托

顺丰成熟的物流配套服务，快
速将葡萄送达千家万户。茅山
老区果农的葡萄将插上高速

“物流”的翅膀。茅山老区果农
的收益，也将更有保障。

革命老区句容茅山镇素有
“葡萄之乡”美誉，“丁庄葡萄”
是区域地理标志产品。目前，
丁庄村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2万
亩，有夏黑、巨峰、金手指、阳光

玫瑰等 40 多个早、中、晚熟品
种，年产葡萄约 2万吨，产值约
2亿元。

顺丰特色经济项目组总监
屠晨希告诉记者，顺丰将依托
自身智慧物流体系，提供订单
处理、预冷、自动化包装、多模
式配送等全过程解决方案，助
力老区农产品做强做大。

（冷畅飞 朱美娜）

顺丰为丁庄葡萄插上高速物流翅膀

日前，镇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镇江长航公安联合开展“铮铮誓
言 初心所向”主题活动。全体民警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警察授
旗仪式上的训词，并面向警旗庄严宣誓，用铮铮誓言彰显使命初心。

吕世民 高晶晶 谢道韫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