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官兵正在紧急搜救。

本报讯（涂小龙 浔阳晚报记
者 鄢明亮 文/摄）1月16日10时
20分，庐山市消防大队值班室接
到村民报警称：海会镇林场后山
一老人上山砍柴失踪，请求消防
官兵前往救援。

消防救援官兵向失踪人员家
属及附近村民询问得知：失踪老
人为男性，76 岁，有轻微中风现
象，1月15日凌晨上山砍柴，一夜
未归，家中派人外出寻找未果。
随后向当地派出所民警求助，但
仍未找到，遂向消防官兵求助。

制定详细的搜救计划后，由消防
官兵带队的近百人救援队伍，进
入山间密林开展地毯式搜索。由
于痕迹大多已被前期搜救人员破
坏，再加上阴雨天气，给搜救行动
带来极大影响。从山脚到山顶，
从小溪到丛林，从悬崖到山洞，搜
救人员一边不停喊话，一边翻动
茂密的草丛寻找失踪老人，可惜
经过近8个小时的艰难搜救仍未
找到。

截至浔阳晚报记者发稿时，
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照顾我母
亲。”1月 15日下午，一名男子来到市救
助管理站看到母亲的照片，得知母亲走
失后被救，向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1月 14日 21时，市救助管理站接到
长虹派出所民警送来一名女性老人，据
介绍老人在七一三医院附近被发现，当
时身无分文，说话疑似江浙口音，随后被
民警送到救助站。

了解情况后，救助站工作人员将老人
安排在站内休息，可就在老人刚躺下休息
时，突然感觉胸痛。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将老人连夜送去了医院。
经检查，老人身体多处受伤，工作人员便
立即将老人的情况转述给了 110指挥中
心，希望能帮助老人尽快找到家人。

1月15日凌晨，工作人员接到110指
挥中心电话，一男子报警求助寻找母亲，
怀疑可能是老人的儿子。工作人员立即

与男子取得联系。15日下午，男子来到救
助站，工作人员让其看了老人照片，男子
瞬间松了口气，并向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才有了开头一幕。在救助站办好相关手
续后，男子便在救助站领导的陪同下去医
院将母亲接回家中。

老人走失获救 救助站助其回家

76岁老人上山砍柴失踪近3日

爱心之家
九江市救助站

两天内连续走丢两名老人
本报呼吁：不要让老人单独外出，遇见迷路老人请及时报警

短短两天时间内，两名老人先后失踪，所幸其中一位老人在救助站的帮助下回到家中，但另一位上山砍柴的老人仍
在搜寻之中，天气愈渐寒冷，老人走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此，浔阳晚报呼吁，家中有老人的市民多花点时间陪陪他
们，不要让他们独自外出。如果市民在途中遇到迷路老人，也请多给予一些关照，打一个电话联系他们的家人或及时报
警，让老人尽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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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蔡晓波）2017年，瑞昌一中
科学管理，多措并举，节能降耗工作卓有
成效：水电开支同比节约 15万元，纸张、
油墨等耗材用量同比下降1%。

该校以宣传为先导，充分利用校报、
宣传栏、电子显示屏、“温馨提示”标语、
班会和教师培训等进行宣传教育，普及
节能知识，增强师生节能意识，形成节约
能源资源的良好风尚。

同时，对水电线路进行全面检修，更
换老化腐蚀水管和电线，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积极使用节能新技术、新
产品，做好节能改造。将普通水龙头更
换成节水龙头；教学楼卫生间变水箱冲
水为水管钻眼出水冲厕方式，降低冲水
频率和用水量；逐步将日光灯更换成节
能LED灯；取消学生寝室插座，并将灯和
电扇线路分开，做到节约用电、安全用
电。

另外，严禁多印滥印学生试卷和练
习，提倡紧密排版和双面打印，尽量减少
纸质文件印发，鼓励无纸化办公，节约纸
张和耗材。在此基础上，该校还创新机
制，实行节能目标管理制度，推动节能工
作常态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必要的
浪费。

瑞昌一中
多举措助推节能减排

本报讯（何昭明 周庆朗 浔阳晚报
记者 陈月琴）近日，瑞昌市第二小学徐
新平老师拾金不昧的事情在校园传为美
谈。

据了解，201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瑞
昌市第二小学徐新平老师在去瑞昌市青
龙菜场购物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钱包
内有身份证、数百元现金和三张存折（共
10多万元的存款）。

捡到钱包后，为了寻找失主，徐新平
在路边等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人来
认领。

为了能尽快找到失主，2017年 12月
13日，徐新平又将失主身份证、存单等物
品发到他的朋友圈，发动亲朋好友一起
寻找失主。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第
二天找到失主柯传水。

据介绍，柯传水是湖北省阳新县枫
林镇人。2018年 1月 17日，柯传水专程
把写有“不图名利为人民，拾金不昧风尚
高”的锦旗送到瑞昌市第二小学，以表达
对徐新平老师的感激之情。

徐新平是一个有着30年教龄的老教
师，教学经验丰富，师德高尚。近日，该
校在全校师生中宣传徐老师的事迹，号
召全体师生向徐新平学习。

具体招聘服装专业人员如下：
职位
平车工
车间中查
尾查
剪线
包装
拉布、杂工
大烫
专机
质量主管
QC
样衣工
组长
拷边工
三针五线
裁床电剪师傅
文员
业务跟单

需招聘人数
60名
8名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若干名
4名
3名
1名(女性、要有工作经验)
2名
4名
4名
30名
20名
2名
1名
2名

薪资结构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提成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提成
奖金十提成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计件十奖金

薪资待遇
3500-8000
3500-4500
2200-3000
1800-2500
2500-3500
3000-4200
4500-5500
4500
5000
4500左右
3500-4000
5000-6500
3500-6000
3500-5000
3000-4500
2200-2800
3500-4500

工作时间

白天8

小时，晚

上加班另

算加班费

（周日晚

上休息）

休假安排

除国

家规定的

法律假外

每月休息

1-2天

浙铭服饰——为你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平台
江西浙铭服饰打造更好的就业平台，为在外务

工者提供都昌县城的就业机会。现面向社会诚聘服
装行业相关的高水平、高素质人才。浙铭服饰郑重
承诺：只要参与者可达到在外务工的正常效益，保证
同等付出，同等回报。

江西浙铭服饰有限公司位于九江市都昌县芙蓉
山工业园区返乡创业园A2栋，于2014年3月成立。
总生产基地面积为 10000 平方米，在职员工 200 余
人。主要从事针织、梭织两大类产品的加工、制造、
销售，主要订单来自美国等欧美市场，有着强大的业
务优势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公司优势说明：
一、本公司主要生产梭织,针织、夹克、休闲裤

类。并长年生产摇粒绒拉链衫为主。订单量大、货
源充足，常年稳定，无淡季。

二、自设饭堂（由公司直接管理，不为承包性
质）、空调宿舍，另设夫妻房。

三、本厂另设立的待遇为：全勤奖：150元/月、加
班费：3 元/小时、超产奖：计件工资按 10%奖励(除
600元基数)、年终奖：第一年每天奖 2元，第二年每
天奖 4 元，第三年每天奖 6 元，以此类推，10 元逢
顶。按实际上班天数计算，到年终放假时发放、外省
职工每年可享受二次车票报销。

四、新加入员工(熟练缝纫工)过渡适应补贴500
元／人。

五、正常年假时间为15天左右，享受带薪休假，
根据级别制定，30~100元/天，不等。

有诚意者，请带有效身份证及1寸照片三张，到
公司人事部面试。

浙铭——邀请您共同发展，期待您的加入！
地址：都昌县芙蓉山工业园区A2栋（浙铭服饰）
联系人：王厂长：18770242106
（人事部）：占先生 13879231607 5220292

2018年元月

捡到钱包苦等失主未果
微信朋友圈帮忙找到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文 谢雯/
摄）1月16日下午，以“美丽江西秀天下，我为
家乡来代言”为主题的江西电商扶贫工程接力
九江公益活动在信华建国酒店隆重举行。启
动仪式上，红喇叭电商平台向九江贫困群众捐
赠了3万元爱心物资，并与我市相关部门签订
了一乡一品战略合作协议，成为秀美江西的

“最佳代言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据了解，全国赣籍大学生营销实践创业

大赛的正式开启，是此次活动的另一大亮
点。该大赛致力于为大学生提供营销创业项
目和营销才能施展的舞台，通过营销大赛的
形式，提高大学生营销创业的实践能力和综
合素质，帮助大学生实现创业梦想。大赛实
行爱心积分制，大赛名次按每位参赛者获得

的累计爱心积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大赛获
前 30名的选手，可选择中洋河豚县级独家代
理资格、红喇叭服务中心代理权等零风险创
业项目。

据悉，电商扶贫工程是我国十大精准扶
贫工程之一，是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推
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的一种信息化扶贫
模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
日益完善，九江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电
子商务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推进创新创业、
脱贫攻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九江市在贫困村已建成电商
扶贫站点 252 个，2017 年累计销售贫困村
（户）农产品 1700万元，带动贫困户 9855户，
户均增收1944元。

“美丽江西秀天下，我为家乡来代言”

江西电商扶贫工程接力九江公益活动举行

电商平台捐赠电商平台捐赠33万元爱心物资万元爱心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