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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为更好地让住院病友
感受年味，体会医院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关爱，1 月 9 月市五医
院成功举办 2018 医患同乐迎新联欢会。党委副书记、院长罗
会晏等院领导和部分中层干部、医护代表、病友代表 200 多人
观看了演出。联欢会由医护代表、患者代表共同主持。

副院长胡武昌首先致辞。随后，联欢会在医患大合唱
《让世界充满爱》中正式拉开序幕。整台联欢会有唱歌、跳
舞、诗朗诵、抢板凳、猜歌名、踩气球等 22 个精彩节目，内容丰
富，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护士陶晶长笛独奏《天空之
城》、护士郭小兰、蔡慧君合唱《凉凉》，展现了医护人员多才
多艺、热爱生活的美好形象。病友们演唱了《向天再借五百

年》《一剪梅》等，展现了病友享受生活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病友家属书法表演，展现了广大病友家属对医护人员的真心
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病友表演双人舞《小苹果》和医护合
唱《爱的奉献》，展现医患之间的真挚情谊与和谐关系。老年
病友广场舞《又见蝴蝶飞》，展现了老年病友热情饱满、乐观
向上的精神风貌。

医患联欢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大家兴致勃勃，沉浸在
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既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发展自我才艺、展
示自我的舞台，又架起了医患沟通的桥梁，展现了温馨和谐
的医患真情。

（田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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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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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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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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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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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招聘服装专业人员如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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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浙铭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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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500∽4500元

2200∽3000元

1800∽2500元

2500∽3500元

3000∽4200元

4500∽5500元

4500元

5000元

4500元左右

3500∽4000元

5000∽6500元

3500∽6000元

3500∽5000元

3000∽4500元

2200∽2800元

3500∽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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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五医院
成功举办 2018 医患同乐迎新联欢会

招标公告九建招字[2018]014号

庐山地质博物馆项目经庐发改基字（2017）2 号文批准建

设，现对庐山地质博物馆施工实行二次公开招标，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庐山地质博物馆项目（二次）；

2.投资额：约 530万元；3.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要约价清单范

围内的全部工程施工（含陈列展览、数字媒体、景观艺术、维修

加固、装饰装修等）；4.建设地点：庐山河西路 29号别墅附房；5.
质量要求：优质合格；6.计划工期要求：60日历天。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1.具有履约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且具备建设行业主管

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

中国博物馆协会颁发的博物馆陈列展览施工单位二级及以

上资质；2.拟派的项目经理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3.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必须以博物馆陈列展

览施工资质单位为牵头人。

三、其它须知：1.公告发布时间：2018 年 2 月 13 日；2.投标

人在投标截止日前，凭本企业 CA 证书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无记名下载资格审查文件、招标文件、网上答疑、网络上

传电子资格后审标文件及电子投标文件（资格审查采用招投

标用户信息库比对、扫描件上传、原件备查的方式）；3.投标

人企业 CA 证书办理详见《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数字证

书办理流程》，咨询电话：0791-86212003、0791-86212680。
招标人：庐山博物馆

代理机构：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敏 联系电话：07928983575 15807927511
招标监管机构：庐山管理局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导小组

办公室

招标公告
九江庐山机场复航工程已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

准建设，现对该项目装修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有关事

项告知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九江庐山机场复航工

程（装修部分）；2.建设地点：九江市柴桑区；3.工程规

模 ：本 项 目 投 资 约 460 万 元 ；4.质 量 要 求 ：合 格 ；5.工
期：60 日历天。

二、资格条件：1.具备履约能力的独立法人资格；2.具
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3.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贰

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4.外省来赣施工单位须在开

标前办理好入赣手续；5.法人委托人与拟派项目经理须

为同一人。

三、投标须知：1.投标人凭本企业 CA 证书无记名下

载招标文件、网上答疑、网络上传电子资格审查文件及电

子投标文件（资格审查采用招投标用户信息库比对、扫描

件上传、原件备查的方式）；2.招标文件下载、答疑、投标

递交网址：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新系统）（http://www.
jxsggzy.cn/web/）。

招标单位：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代理单位：九江常鑫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小许 电话：0792-8587188
监督部门：九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成都 2 月 12 日电（记者李宣良
李国利）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10 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
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慰问部
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解
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
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加
快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2 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风送暖，
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午 4 时许，习近平
来到某基地发射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
射工位。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
壮观。习近平边听介绍，边看发射场布局
说明图，详细了解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

问有关问题。工作人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
功能齐全，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天
器，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
点头称赞。不远处的二号发射工位已执行
数十次发射任务，按计划将于近日发射北
斗三号卫星。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号卫星发
射 任 务 准 备 情 况 ，特 意 来 到 这 里 看 望 大
家。看到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
起立，报以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工位上的
官兵一一握手，同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
询问每名同志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情况。听
到大家扎根山沟、献身航天，取得多项发明
专利，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光。习近平了
解了卫星发射准备工作，叮嘱大家保持精
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牵
挂，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向官兵及
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礁石，

溅起浪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测控点官
兵通话，海岛环境能不能适应，过年准备得
怎么样……习近平问得很具体。得知岛上
驻防条件比较完善，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
子、卡拉 OK、棋牌和球类比赛，习近平很高
兴，叮嘱要安排好节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
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滨海某发
射测试站椰风习习，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在
发射塔架下列队集结，通过视频向习主席
拜年。习近平向他们表示感谢，勉励他们
牢记肩负使命，锐意改革创新，争取更大成
绩。

离开指挥大厅，习近平来到一处技术
厂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发展历程情
况，对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
献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亲切接见基地所
属有关部队副团级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
讲话。习近平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
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创造更多中国

奇迹。要强化打赢本领，大抓实战化军事
训练，深化战法训法研究探索，提升航天发
射和作战能力，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为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提供坚
实支撑。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转型
发展，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加强核心
关键技术攻关，保持国际竞争主动权。要
强化政治保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抓好各
级党组织建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全
面从严教育管理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2 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雷霆万
钧之势拔地而起，将北斗三号卫星成功发
射 到 浩 瀚 太 空 。 基 地 官 兵 牢 记 习 主 席 嘱
托，实现了筑梦九天的又一次胜利进军，向
祖国和人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新春祝福。

12 日下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了
驻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
官，同大家合影留念。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2 月 12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新华社发 梁珂岩 摄）

我国我国““一箭双星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成功发射两颗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国家卫计委：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超过 13.5 亿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田晓航 王
宾）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
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国
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
贺胜 12 日表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超过 13.5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王贺胜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医保目录新增375
个药品，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
急救助、慈善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
保险紧密衔接，构成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医保
体系。”王贺胜说，在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
我国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覆盖 10.5
亿人，大病患者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
提高 12 个百分点左右。2013 年启动建立的
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已累计救助近 70万人次。

王贺胜还介绍，超过 200 个城市实行按病
种付费的病种数达到 100 个以上。此外，我国
开展全国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让群
众看病少跑腿、少垫资。

在全民医保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深入推
进医改还需解决医疗服务均等化等人民群众关
心的问题。王贺胜表示，下一步，国家卫计委将
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的
医疗服务，来提升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获得感。

2 月 11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塞拉诺帝国”桑巴舞校的
演员身着熊猫服饰参加狂欢节游行。

2018 里约狂欢节特级组桑巴舞校 11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桑巴大道开始花车巡游表演。巴西老牌桑巴舞校“塞拉诺帝
国”演出主题为“中国丝路上的桑巴帝国”，向全球亿万观众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魅力。(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巴西老牌桑巴舞校以中国主题
亮相里约狂欢节

朝鲜高级别代表团结束访韩
返回平壤

新华社平壤 2 月 12 日电（记者程大雨 吴强）由朝鲜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11日晚乘专机返回平壤，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对韩国的访问。

据朝中社报道，代表团成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
长金与正、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崔辉、祖国和平统一委员
会委员长李善权同机抵达。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到机场迎接。

据报道，11 日，代表团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在首尔观看
了朝鲜艺术团的演出，并于演出前应邀出席了青瓦台总统府
秘书室长任钟皙准备的欢送晚宴。当天中午，代表团参加了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主持的午宴。

代表团 9日乘专机抵达韩国，出席当晚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开
幕式。10日，代表团在青瓦台与文在寅举行会谈，会谈期间金与
正向文在寅转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10日代表
团还与文在寅一同观看了朝韩女子冰球联队对阵瑞士队的比赛。

这是朝鲜自 2014 年派遣高级官员参加仁川亚运会闭幕式
以来，时隔 3 年多再次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访韩；也是 2009 年韩
国前总统金大中逝世、朝鲜派高级别代表团去青瓦台吊唁以
来，时隔 8年多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再次访问青瓦台。

俄罗斯失事客机
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1 日电（记者栾海 王晨笛）俄罗
斯紧急情况部官网 11 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在莫斯科市
远郊坠毁的安-148 客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
难。

消息说，这架失事客机上共有 6 名机组人员和 65
名乘客，其中包括 3 名儿童。目前失事客机的一个黑匣
子已被找到，但消息未说明该黑匣子是驾驶舱语音记
录器还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紧急情况部了
解，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客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
中国乘客。

这架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的安-148 客机
当天计划从莫斯科前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
起飞后不久在莫斯科市东南方向距机场约 35 公里的斯
捷潘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坠毁。

据俄地面空管人员介绍，该客机在莫斯科时间 14
时 21 分起飞，14 时 26 分后客机的飞行速度快速下降，
并于 14时 28分从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

据悉，7 支俄医疗队以及莫斯科州救援部门、俄国
民近卫军人员已赶往坠机地点。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
对此次空难展开调查。（完）

中国援助项目帮助叙利亚
改善医疗状况

新华社大马士革 2 月 11 日电（记者郑一晗 胡马姆）中国
驻叙利亚大使齐前进 11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近年来中国政府
通过资助相关国际机构在叙利亚实施了一批援助项目，一些
项目在改善叙利亚医疗卫生状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马士革穆瓦萨特医院急诊室改造项目是中方援助项目
的落实成果之一。该项目包括改造水电、加装电梯、提供床位
以及医疗设备等。

齐前进当天在参观穆瓦萨特医院急诊室改造项目时说，
中方希望通过援助项目帮助叙利亚医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中方重视中叙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穆瓦萨特医院院长伊萨姆·阿明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援助
表示感谢。他说，急诊室改造项目将大大提高医院为病患服
务的能力，改善医院医疗卫生条件。

据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介绍，2016 年以来，中国商务部分
别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签
署 5 项合作协议，用于在叙利亚及其周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项
目，为难民及流离失所者提供卫生、粮食等人道援助。

2 月 11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人们参加“羽毛
与激情”枕头大战。

一年一度的枕头大战 11 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南部城市圣
何塞举行，庆祝即将到来的情人节。从 2011 年起，圣何塞在情
人节前的周末都举行枕头大战。(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