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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扎实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延伸，不断改善患
者的就医体验，营造和谐融洽的护患关系。市一医院于 5 月 30
日正式组建护理志愿服务团队，成立护理服务团队领导小组，
下设康复护理、安宁疗护、老年护理三个专科护理服务执行小
组，各专科护理服务执行小组结合本专科的护理服务特色和
服务对象，制定了相应护理服务团队推进方案，开展健康讲
堂、宣传手册、现场帮扶、经验分享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此次组建护理志愿服务团队，旨在切实转变护理人员的
服务理念，提升护理服务团队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将专科护理
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将“人民至高无上，患者是我亲友”活
动思想贯穿其中，真正做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使得医
护人员更好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公益慈善事业，增强医
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传递社会正能量，不断提高群众对医院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梁芳 陈雪旻）

招标公告九开建招字[2018]78号
八里湖新区规划一路（一期）道路工程，经九发改投资字

[2016]176 号、九发改设审字 [2018]231 号文批准建设，现对该工
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八里湖新区规划一路（一期）道
路工程；2.工程总投资：约 1500 万元；3.资金来源：市财政；4.建
设地点：位于八里湖新区京九铁路北侧，西起环湖二路，途径规
划二路，东止兴城大道；5.建设内容：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
工程、弱电管线、绿化工程等；6.计划工期：计划 2018 年 9 月开
工，2019年 7月竣工；7.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一个标段。

二、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项目。
三、资格条件：1.具有履约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2.投

标 企 业 资 质：具 备 建 设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颁 发 的 市 政 公 用 工 程
（2015 新标准）叁级及以上资质；3.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4.外埠来赣单
位还应持有江西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的进赣投标备案通
知手续材料或者在江西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平台已
办理登记的证明材料（凭网上截图复印件）。

四、投标须知：1.投标人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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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文件递交网址：江西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www.jxsggzy.cn/web/）；具体投标操作流程详
见该网站“房建及市政工程子系统”的“办事指南”和“下载中
心”。3.投标人企业 CA 证书办理详见《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系统数字证书办理流程》，九江市办证点：滨江路 213 号民政
局 8 楼，咨询电话：0792-8159907。4.报名及招标文件下载时
间：请随时关注网站下载信息。

招标人：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江西省洋房建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先生 0792-8107485
监督机构：九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九江长江航运服务中心工程（一期）（设计、采购、施工一
体化）项目工程监理已经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九开管经项字[2018]63 号文批准建设，现对该项目监理实行公
开招标，有关招标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九江长江航运服务中心工程
（一期）（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项目工程监理；2.建设地点：
位于城西港区九瑞大道以北、通港东路以西、爱国路以东、港
口河以南；3.建设规模：约 75 亩（以实际测量为准），总建筑面
积约：4.5 万㎡,总投资：约 2 亿；4.工期要求：2018 年 6 月开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主体项目完工；2019 年 6 月竣工验收；5.质
量要求：优良工程；6.标段划分：划分为一个标段。

二、报名人资格条件：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2.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建筑专
业，应符合国家有关总监理工程师资格，拟派（注册监理工程
师、监理工程师、监理员）人数、专业匹配符合国家及省、市相
关规定；3.投标企业近五年（2013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内拟派
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完成过合同金额不少于该工程 80%的类似
工程的监理业绩；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须知：1.本工程采用公开招标，在江西日报、九江
日报、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国家级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网

（http://www.jjkfq.gov.cn/）发布招标公告。采用网上报名、资格
后审，纸质化评标。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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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办证地点：浔阳东
路滨江路 213号民政局 8楼，咨询电话：0792-8159907。

招标人：九江市交通航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先锋 0792-8268152
招标代理：江西省兴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女士 0792-8182161
监督机构：九江经济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招标公告

市一医院
建立护理志愿服务团队

都昌县国家一般气象站业务平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经
都发改行字【2018】259 号文批准建设，现将本工程施工招标
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都昌县国家一般气象站业务
平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工程规模：护坡约 5000㎡、天桥
24m、台阶 100m、水电 200m、水泵房 32㎡、简装修 920㎡、围墙
约 200 米、道路及硬化 3500㎡，总造价约 233 万元；3.建设地
点：都昌县气象局；4.建设工期：2018 年 7 月开工，2018 年 10
月 31 日完工；5.质量要求：合格；6.标段划分：按一个标段进
行公开招标。

二、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
三、资格条件：凡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负责
人为市政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且具有良好的社会
信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工程投标。

四、投标须知：1.投标人凭本企业 CA 证书在江西公共
资源交易网下载资审文件、招标文件、网上答疑等，网络上
传电子资格后审标文件及电子投标文件。2.各潜在投标人
在开标前应随时关注网站上本招标内容的更新；所有文件
必须凭企业电子身份锁方可在网站下载。3.未尽事宜详见
招标文件。

五、有关本项目的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招标单位：都昌县气象局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3879271088
监督机构：都昌县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代理机构：江西邦惠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0792-5222987

招标公告
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的永安乡建设门球场、气排球场

等工程，因第一次招标不足三家，现进行二次公开招标，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1.工程名称：永安乡建设门球场、气排

球场等工程；2.工程总投资：约 58 万元；3.工期要求：2018
年 6月开工，2018年 8月完工；4.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二、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容。

三、资格条件：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且具备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2.拟派项目经理（必须为

本工程法人委托人）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

四、投标须知：1.投标人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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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hrrp://ggzy.jiangxi.
gov.cn/jjzbw/）；具体投标操作流程详见该网站“房建及市

政工程子系统”的“办事指南”和“下载中心”。3.投标人企

业 CA 证书办理详见《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数字

证书办理流程》，九江市办证点：浔阳区滨江路 213 号民政

局 8 楼，咨询电话：0792-8159907。4.招标文件下载时间：

2018年 6月 14日至 2018年 6月 25日。

招标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安乡人民政府

代理机构：九江浔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女士 18607928006
监督机构：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标办公室

沿浔小区三期［开发区范围内滨江西大道、长江北

大道、浔阳西路、春安里棚户区改造、放马场棚户区改

造、泰山路改造、九瑞路及周边棚户区改造、坝围里地

块、农牧场、汽车城三期、沿浔小区征收、九瑞路（西二

路）立交桥片区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安置户：

经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浔安置小区还房工作领

导小组研究决定，定于 2018年 6月 20日至 6月 22日为沿

浔小区三期安置还房时间。请被征收人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征收协议原件，按照上述日期的上午 9:00 至下

午 5:00，到沿浔小区三期东面门面内参加抽号分房，逾

期未到按安置方案相关规定执行。安置户家庭成员中，

符合低楼层安置条件的安置户（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三级视力残疾或一级、二级、三

级下肢残疾人员以及 80 岁以上老人、孤寡老人，精神疾

病患者和重大疾病人员），请于 2018年 6月 6日前到所在

社区领取《沿浔安置小区低楼层申请表》，详细分房名单

及安置顺序见所属街道、村、居及沿浔小区还房点张贴

的布告。

特此公告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沿浔安置小区还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6月6日

沿浔小区三期安置公告

招标公告九开建招字[2018]79号

机构报告：

就业带动5月中国经济景气指数上涨
新华社上海 6 月 12 日电（记者王淑娟）

交通银行 12 日发布的《交银中国财富景气
指数报告》显示，就业带动了 5 月中国经济
景气指数上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强化了
各地对人才工作的重视，近期全国多地打
响人才争夺战。因此，5 月就业形势指数上
升了 2 个百分点，为 140 点。其中，现在和
预期就业形势指数均有上升，表明小康家
庭对就业市场保持乐观态度。

“5 月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为 141 点，

较上期微升 1 个百分点。三个一级指标中，
除投资意愿指数与上期持平外，其余两项
均呈小幅上涨态势，其中经济景气指数上
涨 1 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指数上涨 2 个百分
点，表明小康家庭对未来经济走势持乐观
态度。”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周
昆平表示。

报告显示，5 月南部地区家庭经济景气
指数出现了 6 个百分点的显著上涨，无论从
增长幅度还是绝对值上看，都高于全国其

他地区。
周昆平表示，这主要源于区域红利和

经济发展。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运行以
来，在多个领域制度创新取得明显成效，改
革红利、开放红利逐步释放，总体上达到了
预期目标和效果。近期举办的第 123 届广
交会累计出口成交 300.8 亿美元，为 4 年来
最高水平，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成
交 9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8%。此外，海南
也出台举措，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致力于

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不动产投资方面，受多个城市的首套
房贷利率上浮影响，小康家庭目前的不动
产投资意愿有所减弱，但预期不动产投资
意愿维持不变。报告显示，5 月不动产投资
意愿指数为 109 点，下滑 2 个百分点。预期
不动产投资意愿指数为 120 点，与上期持
平；现在不动产投资行为指数下滑 2 个百分
点至 99点，重回不景气区间。

6 月 12 日，武汉高铁训练段的工作人员向学员示范模拟驾驶高铁。
当日，来自泰国、斯里兰卡、老挝等 13 个国家的 63 名铁路管理人员来到武汉高铁训练段进行参访交流活动。活动通过现场参

观、动车组驾驶仿真模拟实际操作等形式，让参访交流的多国学员直观了解中国铁路的发展成就、经验和前沿技术。
武汉高铁训练段是以实作培训为重点的高铁主要行车工种准入培训机构，也是全路高铁基层技术和运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2015 年开始武汉高铁训练段已举办了泰国、老挝等 14 批涉外铁路技能培训班，培训涉外学员近 400 余人次，
为助推铁路中外合作交往，实施职业技能交流发挥了良好作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13国“老外”进“高铁驾校”

朝美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据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2 日电（记者耿学鹏 陈瑶）12日下午，
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微笑着交换签字文件，在闪光灯下再次握手。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这里举行朝美在任领导人历史上
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根据特朗普在签字现场向媒体展示的联合声明文件，朝美
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
平机制”。特朗普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对“朝
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成果，朝美将举
行高级别政府代表团谈判。

金正恩在签字仪式上说，通过此次会面，双方将抛弃过去，
迎来“新起点”。特朗普指出，联合声明内容“非常广泛”，美朝
关系将进入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局面。

特朗普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将推动尽快启动半
岛无核化进程，但无核化将是长期过程，美方在半岛核问题解决前
将继续保持对朝制裁。他还说，期待美朝建交，但目前还为时尚早。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2日表示，朝美相互对立甚
至敌对半个多世纪，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平等对话，本身就
有重大和积极意义。希望双方领导人就推进和实现半岛无核
化、推进并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达成基本共识，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7 年我国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 2685 亿元
新华社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朱筱）农

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和全国水产技
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在江苏省淮安
市盱眙县 12 日联合发布《中国小龙虾产业
发展报告（2018）》。据测算，2017 年我国
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 2685 亿元，比
2016年增长 83.15%。

在产业产值方面，我国小龙虾产业从
最初的“捕捞+餐饮”起步，逐步形成了集苗
种繁育、健康养殖、加工出口、精深加工、物
流餐饮、文化节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017 年，小龙虾养殖业产值约 485 亿元，以
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约 200亿元，以
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约 20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我国从事小龙
虾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近 5000 个，小
龙虾全产业链从业人员约 520万人。

在养殖生产方面，2017 年，我国小龙
虾养殖总产量为 112.97 万吨，其中湖北省
63.16 万 吨 、安 徽 省 13.77 万 吨 、湖 南 省
13.57 万吨、江苏省 11.54 万吨、江西省 7.44
万吨。上述 5 省份的小龙虾养殖产量小计

为 109.4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6.91%。
我国小龙虾国内消费以餐饮为主，从

消费方式看，主要分传统的夜宵大排档、
品牌餐饮企业的主打菜品、互联网餐饮等
三种；从消费者年龄结构看，小龙虾的消
费受众以 20 至 39 岁的年轻群体为主，50
岁以上消费群体和 19 岁以下消费群体占
比相对较少；从国内市场看，小龙虾的消
费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大
中城市，北京、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的
年消费量均在万吨以上。

6 月 12 日，河北省邯郸市民间剪纸艺
人冯石萍在创作世界杯主题剪纸作品。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民间剪纸艺人冯
石萍利用两周时间，创作出以梅西、C 罗、
内马尔等球星为原型的剪纸作品，迎接世
界杯的到来。

（新华社发 郝群英 摄）

巧手剪出

“世界杯”

我国知识产权
综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张泉）国家
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
成 12 日在《2017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
价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专利质量稳步提升。

《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取得明显进展，与
知识产权强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世界上
40 个科技资源投入和知识产权产出较大的国
家中，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排名从 2012 年
的第 19位提升至 2016年的第 10位。

2017 年，我国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水平提
升加速。其中，专利质量稳步提升。2017 年，
全国专利维持率达到 60.0%，较上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达到 6.2
年，较 2016 年提高 0.3 年。但从数量、质量与
效率三个指标对知识产权创造的贡献度来
看，我国知识产权质量的发展还相对落后于
数量和效率。

“从目前来看，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应进一
步向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倾斜。”韩秀成表示。

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水平稳中
有升。保护指数达 232.9，比上年提高 16.3 个
点。“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
生需求。”韩秀成表示，通过提高立法标准和执
法水平，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审判改革创新，不断
强化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正从不断加强向全面从严转变。

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水平
进步明显。2017 年环境指数为 241.2，比上年
提高 24.4 个点。“这主要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
环境的不断优化，服务机构、人员数量逐年稳
步提升以及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快速提高。”
韩秀成表示，但与知识产权强国相比，我国知
识产权环境仍有待改善。

（上接一版）
今年 2 月 26 日，柴桑区城区边街巷道环

卫保洁服务（面积约 64.6 万平方米）分两个标
段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两家环卫保洁企业中
标，服务期为三年。从 3 月中旬开始，中标的
两家环卫保洁企业便开始安排保洁人员进
场，并做好前期的开荒保洁工作。

环卫保洁企业入驻以来，严把工作质量
关，不断加强保洁人员的业务培训、安全教
育、质量考核等科学化管理，加大了对存量生
活垃圾、卫生死角、大件废旧家具的清理力
度，边街巷道作业质量由粗放化向精细化转
变。同时，环卫保洁企业投入的各类环卫机
扫、洒水、垃圾收运车辆设备，填补了以往边
街巷道环卫机械化作业的空白。

区市容局注重发挥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
管理职能，进一步明确边街巷道环卫作业质
量标准和工作要求，制定《边街巷道环卫保洁
市场化作业质量考核办法》，通过实施区重点
检查和局日常检查相结合、明检与暗检相结
合、普检与抽检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对作业质
量实行量化考核，每月依据考核结果兑现作
业经费。 边街巷道环卫保洁服务市场化后，
城区边街巷道以干净、整洁的新姿态呈现在
市民面前，城区居民的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

（上接一版）同时充分发动街道、社区在主次干道、边街小巷和
居民区悬挂宣传横幅，同时加大宣传标语拉放的密度。区直
相关部门动员大型商场、宾馆、酒店及沿街商铺在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创建标语并加强播放频次。据了解，目前，浔阳区每
个街道宣传横幅及电子滚动屏宣传文明城创建标语 200 余条，
全区达 1000余条。

在环城路开餐饮店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天环境确实
整洁了好多，来的客人也经常谈论文明城市创建的话题。作
为商家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干净漂亮的经营环境，顾客都文明
礼貌，大家能够和谐相处，要是九江能够创建成功多好啊！”

和记者住同一个小区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对记者说：“文
明城市创建的氛围现在是比较浓，但市区还有的地方比较乱，
希望有的部门能付诸实际行动，加大整治力度。”除李师傅反
映的问题外，记者还了解到，目前还有少数部门单位，连宣传
发动工作都还没有做到位，至记者发稿时止，连动员会都还没
有召开，仍处于观望状态。

柴桑区边街巷道保洁
服务市场化初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