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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陈和军（身份证号 360421196611075013）参与了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展示馆东侧道路工程项
目的施工任务。值该工程项目进度款二次拨付之际，我郑重承诺：本人未以公司、项目管理部名义拖欠农民
工工资、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等。未利用公司、项目管理部名义有融资、担保等行为。如有以上行为，与柴桑
区赤湖工业园展示馆东侧道路工程项目无关、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如给公司造成影响，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损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和军
2020年4月7日

声 明
受九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需要征收九江市浔阳区东至庐山路，南至十里大道，西至市堤防管理处、九江港

港务管理局，北至普云路的全部房屋。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浔府征字【2018】8 号
《浔阳区人民政府征收公告》及《浔阳区普润路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委托我单位实施辖区内的房
屋征收工作，现坐落在普云路 41 号 A 栋 2 单元 401 室、十里大道 5 号 8 栋 1 单元 102 室、十里大道 5 号 8 栋 1 单元
502 室的房屋无法联系所有权人，请该三套房屋所有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与浔阳区普润路地块旧
城（棚户区）改造项目部联系，逾期自行承担后果！

联系人：占先生 18870219806 郭先生 13755216789
特此公告

浔阳区普润路地块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部
2020年4月6日

公 告

（上接一版）——记住善良与勇敢，14 亿人，同根同心；
……
自然界的绿意，是生命的味道。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的
考验。历经惊涛骇浪的岁月，历史会记住国家对生命的尊
重，这一页历史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未来的日子，坚强勇敢，充实而有意义地活着，这是对
逝者最深沉的缅怀；青年和前辈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以愈
挫愈勇的斗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推动国家进步，这是对烈
士们最真挚的告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同心同德，
凝聚力量，不懈奋斗，永远前进。（记者于文静、林晖、喻珮珮、
孟菁、邱冰清、李铮、李梦馨、陈斌、邰思聪）

沧海横流、江河浩荡。
武汉市将于 4 月 8 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荆楚大地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容颜。各国媒体高度关注，
认为正在走向胜利的武汉，给全球带来“曙光”。

中国方案备受关注，中国力量激励人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生命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医务工作者和支援
湖北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
即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
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
跃参与。

今天，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淬炼出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精
神谱系上再次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断汇聚起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这是万众一心向前进的中国精神
——众志成城 舍生忘死

突如其来，疫情汹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举国上下、大江南北、

各行各业，14 亿人民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投入这个事关生
死、不见硝烟的战场。湖北和武汉成为主战场。

“如果发生意外，遗体捐献医学解剖研究；如果脑死亡，
捐献所有器官用于移植。”2 月 11 日凌晨 1 点，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妇产科医生李健伟接到支援湖北的紧急通知后，
写下这样一份特殊的“遗书”。

此时，湖北疫情形势危急，确诊数和死亡病例不断攀
升。来不及与身处四川泸州的家人告别，李健伟迅速奔赴
前线。直到一个多月后，李健伟支援的湖北鄂州市雷山医
院感染二病区，原本住满的 50 张病床只剩下 10 多个病人，
他才将出征前的准备和这封“遗书”告诉家人。

“当时确实是什么后果都想到了，但疫情当前，医生、护
士就是战士。站出来、上前线，这是天职。”李健伟说。

大战当前，闻令而动，英雄向险而行。
每到危难关头，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

神激发出无穷力量——
除夕夜，3 支军队医疗队、450 名勇士先期抵达武汉，第

一时间批量接收患者，第一时间进入隔离病区，第一时间诊
治危重病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 4.2 万多名医护工作者，悬壶入荆楚，
白衣作战袍。和湖北 50 多万名医护工作者携手，在救治一
线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6.3 万名公安民警、5.6 万名公安辅警，在荆楚大地驻守
医院、转运病人、执勤路口、日夜奔波，在各自岗位上确保社
会治安平稳有序；

总人数超过 10 万名的社区工作者、注册志愿者、机关
干部，走出家门，服务社区，排查患者，清洁消杀，在武汉三

镇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成为一场人民战争，全国
人民都在以不同形式参与抗疫。”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
云说，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疫情，体现了中华儿女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直面疫情肆虐的残酷，亲历生离死别的悲恸，但战“疫”勇
士们依旧义无反顾、冲锋陷阵。他们的舍生忘死，英勇奋战，
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写照。

俯身上前、开放气道，剧烈的胸腔气流携带着新冠病毒喷
溅而出；撑开下颌，探下喉镜，塞入救命的气管套管，连接呼吸
机，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开始回升。

这样的生死搏斗，对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气管插管小
分队来说，已成工作常态。

“顾不上辛苦，没时间害怕。因为给麻醉医生的机会只有
一次。”光谷院区插管小分队队长高峰说。

没有硝烟的战场，直面生与死的考验。
两个小时内将门诊部改成发热门诊和留观病房；3 天内完

成全院既有 499 名其他疾病患者的转移工作，整体改造建好
300 张隔离床位……一批批患者的生命抢救回来了，而武汉市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生命的刻度，永远定格在了 51 岁。

被病毒感染、从院长成为病人后，他依旧没放下身上的担子，
时刻关心着“病人收进来没有？院内感染防控做到位了吗？”

这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与病毒的战斗，一直持续到生
命最后一刻。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
能没有先锋。

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广大“90 后”“00 后”用自己的行动证
明了中国青年的担当与责任。仅在支援湖北医疗队伍中，就
有近三分之一“90 后”。

中国力量，生生不息。中国希望，顶天立地！

这是千磨万击还坚定的中国品格
——坚韧不拔 同舟共济

31 个省区市“无一幸免”，超过 8 万人感染病毒，累计死亡
人数超 3000 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

沉重的压力，巨大的考验。
入院一个多月来，42 岁的患者刘先生历经肺功能严重受

损、气胸等多重生死考验。同济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树生团队始终没有放弃，对症施治、顽强奋战。

3 月 10 日上午 11 时，刘先生成功撤离 ECMO；1 小时后，又
成功脱掉呼吸机。11 日，经受住脱机 24 小时严峻考验的他，
宣告脱离险境。

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决不放弃。这是医生对病人的承诺，
更是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青海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队长王海涛，曾参加过汶川
和玉树地震、菲律宾海啸、古巴飓风救灾。身经百战的他在一次救
护转运过程中，看到一位女患者由于呼吸困难、全身蜷曲，无助的
场景，让这个来自青藏高原的汉子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么多患者需要帮助，那么多家庭都在等待，必须咬紧
牙关，豁出去！”挺过适应期后，王海涛和队员们擦干眼泪，坚

守在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累计转运超过 2000 名患者。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全新挑战，多一

分坚持就多一分希望，多一分守护就多一分曙光。
再有几个月，李德胜就 60 岁，该退休了。然而，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作为工作多年的一名老民警，李德胜深知老旧社区抗疫

之难。为了保卫一方百姓，两鬓斑白的他主动当起“ 搬运
工”，开着私家车运送物资，转送 14 名确诊患者入院医治，运
送 30 余名疑似患者到隔离点隔离……

“何必这么拼？”有人劝李德胜。“我从警 20 年，在这关键
时刻，怎能轻易休兵？坚持下去，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坚韧不拔、同舟共济，凝聚起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磅礴伟力。
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千千万万个普通市民识大体、

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以牺牲和奉献、坚持和努
力，等待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

2 月 29 日凌晨，志愿者王震驾驶着自己的小车，一路开
着双闪，向着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奔驰而去。他的身后，是一
位羊水已破的待产孕妇和家属。

非常时期，王震和其他 5 名志愿者共同组成“W 大武汉
紧急救援队”，24 小时机动待命，志愿接送缺乏交通工具去医
院的待产孕妇，成为一个个“新生命的摆渡人”。

社区工作者维持小区正常生活运转，志愿者通宵达旦转运
物资，环卫工定时定点清扫街道，民警不分昼夜驻扎巡逻……

从天而降的英雄，其实都是挺身而出的平凡人物。
“大家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识大体、顾大局。守

望相助，有事帮一把是应该的。”每天为社区居民代购药品、
身上挂满药袋的社区网格员丰枫感慨地说。

“这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钟南山院士说，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在武汉工作的巴基斯坦籍程序员哈荣·努曼，在抗疫期
间成为湖北省慈善总会的一名志愿者。他说：“任何人在这
里都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感慨，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
不仅仅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典籍中、流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
长河里，也鲜活地存在于当下、光大于现时代。“这是我们民
族精神基因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推动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这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中国力量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这场发生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之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中华民族意志品
质和斗争精神的重大考验。

除夕凌晨 4 点左右，解放军感染病防控专家毛青接到电
话：“任务来了，马上就要走，你看谁去好？”

毛青坚决地说：“我是党员，那肯定我去！”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

产党人。
斗争精神，早已深深熔铸在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中。诞生于

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
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
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面对疫情，敢不敢上，考验斗争精神；能不能赢，考验斗
争本领。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3 月 10 日下午，武
汉洪山体育馆外，医护人员挥舞旗帜，齐声高喊。

这一天，49 名患者作为最后一批出舱者，正式告别洪山
体育馆改建而成的武昌方舱医院。至此，武汉 16 家方舱医
院全部休舱。

回想一个多月前，面对数以万计、与日俱增，且远超医疗
资源负荷极限的确诊病患，全国人民都在担心：武汉如何应对
如此庞大的“移动传染源”？如何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建设方舱医院，用好方舱医院，成为关键举措。短短 10
多天时间里，16 座“生命之舱”在武汉三镇拔地而起，大幅扩
容收治能力，托举起生命的希望。

运行一个多月以来，方舱医院实际开放床位 1.3 万余张，
累计收治轻症患者 1.2 万余人，实现了从“人等床”到“床等
人”的转变，彻底扭转了武汉曾经的被动局面。

——关闭离汉离鄂通道，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迅速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和大

量隔离场所，解决病人收治难题；
——集结全国精锐力量，坚决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
不懈的拼搏、持续的奋斗，终于使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

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3 月 17 日起，支援湖北医疗队开始分批次有序撤回。“谢

谢白衣天使”“英雄一路顺风”……阳台窗边、道路两旁、机场
车站，武汉和湖北人民以各种方式致敬逆行勇士，感恩的话
语在一座座城市上空久久回荡。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
难、跨越不过的沟坎！”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成员、国家卫
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正是中国制度、中国力量的生动
体现。海外人士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是有效应对疫情的重要原因。”英国
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说，“这一制
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
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

“这场全球性灾难揭示了各个政治体制在民众生命与生
命质量问题上的立场。何种体制更加珍视民众的生命？”叙
利亚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布赛纳·夏班感慨，“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体制在这次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中被证明为最能
发挥能量、最珍视民众生命、最高效减轻损失、最有力领导社
会、最妥善应对危机。”

“这场抗疫斗争生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我们党强大的政治优势、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得
到充分体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说，
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不可能一路坦途，但只要坚定“四个自
信”、发扬斗争精神，我们一定可以闯过一个个新的娄山关、
腊子口。（新华社武汉 4 月 6 日电 记者刘刚、周甲禄、林晖、王
海洋、李劲峰、李伟）

从 磨 难 中 奋 起
——武汉战“疫”凝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

要 闻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6 日 电（记 者任峰 吉宁）根 据 全 国 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最新数据，截至 4 月 3 日收
盘时，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达 234.93 亿
元。

在交易方式方面，该周（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新三板挂牌
公司成交 13.98 亿元，较前一周下跌两成，其中以做市方式成

交近 7.0 亿元，以集合竞价方式成交 6.98 亿元。
在指数方面，几大指数呈现波动调整态势，截至 4 月 3 日

收盘，三板成指报 964.91 点，三板做市指数报 1049.43 点。
在公司成交金额方面，该周成交金额最高的是贝特瑞，成

交额 7048 万元。
截至 4 月 3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计 8745 家。

今年以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金额突破230亿元

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6 日电（记者胡浩 赵文君）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部署，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赴武汉大学调研，研究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孙春兰在武汉大学召开座谈会，听取湖北、武汉、在汉高
校负责同志和毕业生代表介绍有关就业情况。她指出，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重湖北地区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了很多帮扶政策，关键是抓好落
实。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扩大“三支一扶”等就业计划规
模，增加湖北高校硕士研究生、专升本招生计划名额，完善毕
业生参军入伍激励政策，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多措并举拓
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湖北、武汉和各高校要做好就业服
务和指导，优化网络招聘流程，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帮扶。

孙春兰走进学生宿舍，现场考察疫情防控情况。她指出，
要切实压实高校疫情防控责任，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和流程。师
生返校前，要做好健康状况筛查摸底，制定应急预案，加强防护
物资保障、知识培训，开展校园消杀和环境整治。返校后，要实
行严格体温检测制度，要求学生不外出、不聚餐、不搞校园聚集
性活动，完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重点场所防控措施。

中央指导组：

扎实做好湖北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和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南昌县主动协调交通部门和物流企业，畅通物流通道，
保障中欧班列以及海铁联运外贸班列常态化开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图一为 4 月 6 日拍摄于南昌县向塘铁路口岸（无人机照片）。
图二为 4 月 6 日，在南昌县向塘铁路口岸，部分外销的汽车在待装外运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南昌：畅通物流通道 为复工复产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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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6 日电（记者王立彬）按照中央统一
部署，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目前贫困地
区劳动力外出务工、扶贫龙头企业及项目开复工进一步
提速。

记者 6 日从国务院扶贫办获悉，3 月份以来，各地党委
政府在组织发动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持续发力，贫困
劳动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加快。截至目前，25 个省份已外
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085.94 万人，相当于去年外出务工总
数的 76.43%，较 3 月 6 日提高 24.4 个百分点。

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及扶贫车间、扶贫
龙头企业、扶贫项目开工复工进一步提速。为化解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促进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近
日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光伏
扶贫促进增收工作，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稳定增
收脱贫。

本年度“最大最圆月”
明日现身天宇

全国扶贫项目开复工
进一步提速

新华社天津 4 月 6 日电（记者周润健）天文专家介绍，
本年度最大满月，即“最大最圆月”将于 4 月 8 日现身天
宇。只要天气晴好，在温暖的春日，我国各地公众均可在
当晚欣赏到“超级月亮”天文美景。

据了解，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转
过程中，其距离地球时远时近，最近时约为 35 万千米，最
远时约为 40 万千米，两者相差约 5 万千米，因此，从地球上
望去就有了“大月亮”和“小月亮”之分。

根据天文精确推算，今年 4 月 8 日 2 时 9 分月球过近地
点，此时月地距离为 35.69 万千米，比月地平均距离 38.44
万千米近了 2.75 万千米，此时月亮视直径最大；8 日 10 时
35 分，月亮达到最圆状态，也称“满月”。

每次“最大最圆月”到来都是一次难得的赏月良机。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表示，日
落后两小时是赏月的最佳时机。

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