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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3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咨 询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15996647257 15996647877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30岁 1.73 短婚 上市公司副总 住房6套 车 大气
男 36岁 1.76 短婚 医院办公室 多套房 车 素质高
男 31岁 1.77 未婚 高中教师 有车房 人品好
男 40岁 1.77 离独 公司副总 有车房 帅气
男 45岁 1.75 离独 有车房 年薪20万 随和
男 56岁 1.74 丧偶 公务员 有车房 顾家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鸿运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发布费独
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搬 家

法缘法律咨询
各种法律事务咨询，调查解决婚姻
危机、债权清欠等问题，拆迁咨询等
地址:江海大道工农北路口飞鹤花木市场内B13（好停车）
电 话 :13382386618

倡议就地过年

近期，国内出现多点零星散
发病例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冬
季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在此背景
下，从上到下，都在强调非必要不
返乡、就地过年。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日前下发通知，鼓励员工在工
作地休假。各地政府要加大宣
传力度，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生
产、工作情况和职工意愿，灵活
安排休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
期间尽量在工作地休假。

1月1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春运工作专班第一次会议也
提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要减少不必要出行，减少人员
聚集，减少在途风险，确保疫情不
因春运扩散。

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也纷
纷响应号召，包括北京、上海、广
东、山东、河南、河北等多数省份
陆续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
乡”的倡议，鼓励企事业单位安排
职工弹性休假、就地过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近日
提醒，去年国庆节，“几亿人口在流
动都没有事儿”，但春节期间流动，

“不行”。他表示，因为现在正处于
寒冷季节，非常适合病毒生存。挺
过去，迎来春暖花开，加上新冠疫
苗普遍接种，疫情防控形势基本就
会大好转，乃至迎来决定性胜利。

发新年红包

“一方面非常支持防疫政策，另
一方面独自在外的打工人一年也
就盼着这几天，回家躺躺就能攒够
下一年奔波辛苦的勇气。过年的
意义不在于经过那个时间点，而在
于家人团聚啊。”一边是防疫需
要，一边是回家的诱惑，很多人在

“回家和留下”的选择题中纠结。
为了让更多人选择留下，一

些地方除了发布倡议，还拿出真

金白银，给留在当地过年的打工
人发新年红包。

福建省泉州市日前出台八条
措施鼓励就地过年，其中，对2月
11日至17日留泉过年的非泉州籍
企业工会会员，凭个人身份证、“泉
工惠”职工服务卡、闽政通“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经审核确认后按每
人200元标准网上申领新年红包。

浙江省台州市鼓励企业给员
工特别是留在台州过年的外来员
工发放新春红包。台州市各级政
府将重点给部分企业发放留台州
过年外来员工新春红包予以支持
补助，补助标准原则为380元/人
和280元/人两个档次。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近日发
出《致全区民营企业外来员工的
倡议书》，打造了四重“春节礼
包”，其中包括 500 元“现金红
包”。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将对在
建工地春节期间留吴员工发放每
人1000元的红包。

发补助、补贴

除了新年红包，还有各种补
助、补贴。

泉州明确，对春节期间(2021
年2月11日至2月26日)留泉过
年的规上工业企业、限上商贸企
业、在建市级及以上重点项目的
省外来泉务工人员，可给予适当
节日补贴。对留泉过年的非泉州
籍困难家庭的企业职工，每户给
予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元。

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称，2
月1日至28日期间，对符合要求
的企业员工，开发区将会按照每
人每天 50元的标准和 20元的
标准给予企业加班员工加班补
助和用餐保障补助。

还有不少企业出台了一系列
留厂奖励办法。根据媒体报道，厦
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厦门宝太
生物宣布拿出3000万元+红包，奖
励慰问员工“留厦”，人均5000元。

浙江天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明确，春节期间选择留厂过节的，从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至正月初七，除
能拿到平常2-3倍的工资，还可以
享受公司食堂免费就餐；选择年三
十和初一值班的员工可以每天额外
享受1000元补贴。

在高额补贴的诱惑下，有打工
人表示：“现在疫情形势严峻，公司
不仅提供免费吃住，还可享受高津
贴，决定留在公司过一个安心年。”

发消费券、免费门票

不只有红包、补助，一些地方还
提供春节消费券、免费门票、免费流
量、免费乘坐公交车等福利，甚至还
有流动人口积分奖励、子女积分制
入学加分。

宁波市奉化区将发放500元春
节消费券、210元溪口景区免费门票，
同时会向宁波市消费者发放1000万
元奉化区消费券，首期发放500万元。

泉州则表示，春节期间留泉的
外地来泉就业企业职工凭个人身份
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免收国有A
级旅游景区门票。

台州为留台州过年的外来员工
(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台州)免费赠送
10G可在春节期间使用的本地流
量。此外，还对持有台州公安机关
签发的有效期内《浙江省居住证》且
留台州过年的外来员工，给予流动
人口积分5分奖励。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鼓励员工
春节留秀，企业在2021年1月27日
至2021年2月19日期间组织持续
生产的，给予其留在秀洲的外来员
工租房补贴，每人300元；2021年
1月27日至2021年2月14日期间，
企业外来员工留在秀洲且符合积分
入学申请条件的，其在2021年新居
民子女积分制入学时，在原积分结
果基础上一次性加5分(父母双方可
单独计分)。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
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
留下多赚四五千”……这个春节，你
准备就地过年吗？ 据中新网

发新年红包、给补助补贴、发消费券……

各地倡导“就地过年”动真格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今年春节注定不一般，因为国家鼓励就地过年。
为了引导更多人就地过年，让更多人就地过一个好年，各地政府和企业也

是拼了：发红包，给补贴，发消费券，还有免费流量和门票、免费乘坐公交车等
福利，甚至还有流动人口积分奖励、子女积分制入学加分……真金白银的诱惑
下，你会就地过年吗？

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在
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对于疫情是否影响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国家卫
生健康委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回
应称，保障好冬奥会，最关键的就
是落实好常态化冬季的疫情防控
措施。

王斌表示：“总体来看，尽管目

前国内在不同地方有一些散发的疫
情，但从全国来看，总体的疫情防控形
势是好的。2020 年第四季度的时
候，中国先后举办了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场地预认证活动和国际冬季单项
体育联合会的来华访问相关工作。
这些工作为做好冬季赛事的准备和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吉喆

新华社合肥1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获
悉，淮委近日组织协调豫鄂三市四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签署跨
界河段（水域）采砂联合监管协议。
至此，淮河干流鄂豫皖苏省界段采
砂联防联控机制全面建立。

根据该协议，任何一方在打击
非法采砂行动中，发生非法采砂船
舶向另一方水域逃窜时，非法采砂
发生地一方可越界进入对方水域实
施追击查处，并及时向对方通报情
况，对方应予以积极支持和协作配

合。一方发现对方水域采砂船舶存在
非法采砂或非法移动行为时，应立即
对涉嫌非法采砂或非法移动的采砂船
舶采取先行登记、取证等临时处理措
施，通知对方到场并办理移交手续。
对方接到通知后应迅速赶往现场开展
执法，并将查处结果以书面形式向发
现方通报。

2020年，江苏省盱眙县、泗洪县
和安徽省五河县、明光市四县（市）水
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签署《淮河干流苏
皖省界河段采砂管理协议》，建立了淮
河跨省河道采砂联合监管机制。姜刚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许
多台湾同胞可能不太了解‘统一战
线’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
战线，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
福。”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应
询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惯于抹黑
诬蔑大陆统一战线工作，企图挑动
两岸民众对立，是不会得逞的。

当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有记者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日前印发，涉台
部分新增了“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
胞，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反对

‘台独’分裂活动”等内容，请予以解
读。台陆委会诬蔑攻击大陆对台进行
所谓“统战”，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
作上述回应。

朱凤莲指出，新时代对台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广泛团结
海内外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分裂
活动，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最
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也是全体中
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石龙洪

国家卫健委
回应疫情是否影响北京冬奥会

严打淮河非法采砂

鄂豫皖苏省界段实行联防联控

国台办发言人解读“统一战线”
驳斥民进党抹黑诬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