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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和护理
工作看似平凡，但在协助诊疗、救治生
命、维护健康、促进医患和谐等各方面都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进一步弘扬
爱岗敬业精神，激励广大护理人员以白
求恩、南丁格尔为榜样，积极开展优质护
理服务，5月11日下午，市三院领导班子、
全院护士代表齐聚一堂，对全院“优秀十
佳案例”、“优秀护理品管圈”、“院级优秀
护士”、“优秀带教老师”、“优秀护士长”、

“先进科室”、“优秀护理服务科室”、“三
十年护龄护士”进行表彰、颁奖。

“在我院的发展史上，广大护理人员
高举南丁格尔精神旗帜，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为医院各时期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热
爱本职工作、关心医院建设、个人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深受广大患者好评的优
秀护士，她们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为大家
树立了榜样。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

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肩上
的担子很重，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齐心协
力，知难而上，为医院的再创辉煌继续努
力。”表彰大会上，市三院院长王学民向
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护理人员给予节日祝
福，并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在分管护理领导李莉宣读获奖名单
后，表彰大会进入高潮。“不知不觉，在这
一行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在工作中，我与
患者分享过健康出院的快乐，面对患者
家属的不理解也心酸过，看着患者送来
的一面面锦旗，我自豪过，在这看似平凡
的工作中，我感受到了人生百味。虽然
护理工作总是那样繁忙、那样令人疲惫，
但在平凡和忙碌中透露出耐心和奉献，
平凡中更显伟大，我们依旧快乐工作每
一天。我始终觉得，既然选择了护理事
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优秀护士代表
的发言，让许多在场的护士感同身受。
无论是在日常的医疗护理工作中，还是
在重大灾害、疾病流行和人民群众的健
康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护理工作者们
都恪尽职守、救死扶伤，在看似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获得了社会
好评和患者赞誉。优秀护士代表发言之
后，各科室代表分别上台，进行优秀十佳
案例汇报、优秀护理品管圈成果展示。

先进科室6个：手术室、血液净化中
心、康复医学科、普外ニ科、骨一科、急诊科

优质护理服务科室6个：心内二科、
普外一科、神经外科、产科、眼耳口鼻咽
喉科、骨二科

优秀带教老师30名：张慧、范科群、
胡郁华、吴妮娜、蒋秀芳、段桂英、程清
连、蒋嘉美、黄梦云、徐青青、吴海燕、程
秀梅、汪笑丽、叶慧霞、胡丽停、周燕云、
张文斌、石志红、余文娟、杨晶、张丝、肖
丹、马艳、刘玉婷、汪爱云、王有珍、应美
军、李蕾、沈海英、方芳

院级优秀护士30名：张小芳、王雁
南、陈雯雯、吴怡格、夏文婷、毛景丹、孙
晓娟、李玉、万颖、冯超、卢慧敏、夏艳芳、
邹炳雯、袁淑华、凌珍、王婷、江灵、徐雨

璇、丁玲玲、刘紫婷、余素娟、潘颖、戴飞、
张俊虹、应雪、方圆、缪锐、占丝莹、宋鑫
莲、阮炜

优秀护士长10名：章湘兰、曹晖红、
徐玲燕、邬丽娜、薛敏、李晓虹、洪海燕、
周艳华、叶瑶、吴婷

三十年护龄16名：程巧云、汤军花、
吴丽萍、黄德平、周莉珍、秦春、何筠、章
湘兰、徐琦、夏桂花、邹炳雯、钟文英、帅
斌、杨继龄、占桂妹、李红英

优秀十佳案例4名：
一等奖：心内一科
二等奖：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儿科
优秀护理品管圈3名：
一等奖：内分泌科
二等奖：消化内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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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创新将带来怎样的“颠覆”
□ 新华社记者 张莹 冯玉婧

我局于2017年10月19日核发给景德镇市名
人岛置业有限公司的“景德镇市名人岛置业有
限公司锦绣家园住宅小区项目”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编号为：浮规地字第 （2017） 071
号】，由于业主申请项目名称的变更，根据相关
规定，决定对上述证件声明作废，给予注销并
重新核发新证。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如对此持
有异议，请在7个工作日内书面向我局提出，
逾期未提出，视为相关利害关系人放弃该项权
利。

特此通告
浮梁县规划局
2018年5月14日

关于注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讯（帅婷）5月8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主要领导
带领帮扶工作小组一行深入乐平市塔前镇岩前村开展“一
对一”结对帮扶工作。

帮扶工作小组一行认真听取了岩前村“两委”干部关
于做实2018年脱贫攻坚开展情况的介绍、主要做法以及
存在的困难，对该村做好今年扶贫工作提出建议和措施。

随后，帮扶工作小组一行分别深入结对帮扶困难群众
家中，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为下一步做好扶贫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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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一对一”结对帮扶工作

胶卷相机巨擘柯达，在数码摄影的浪潮中黯然破
产；“功能手机之王”诺基亚，被智能手机逼得亏损连
连；网购和无人超市兴起，让美国百思买等零售巨头
的门店接连消失……

近年来，新技术浪潮冲倒了多少看似不可能倒下
的“巨人”，又推出了多少新生力量，重构了多少行业
的业态和布局，恐怕难以一一细数。这让人们想到一
个词——“颠覆”。实际上，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克莱顿·克里斯滕森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颠覆性技
术”概念。

颠覆性技术为何如此重要？它会“颠覆”什么，又
将带来什么机遇？

何为何为““颠覆颠覆””
根据克里斯滕森的定义，颠覆性技术是一种另辟

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
术，它能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
务。

一个著名案例就是柯达被数码摄影技术“颠
覆”。事实上，柯达曾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原型，也
投入巨资开发数码相机，但在数码摄影兴起后，它还
把业务重心放在传统的冲印门店上，最终被迫寻求破
产重组。

对颠覆性技术的出现规律，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
铨总结说，新技术不一定比原来的复杂多少，而是更
适合市场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面，将来还会出
现很多由需求牵引的颠覆性技术。后来者为了进入
市场往往要依靠这种技术，例如尼康、佳能用数码摄
影代替柯达，苹果用智能手机代替诺基亚。

近年来科技新突破不断涌现，但哪些具有“颠覆”
潜力？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兰德公司、《麻省理工
学院技术评论》等智库和媒体分别作出展望，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太空探索、虚拟现实、精准医疗、
脑科学、先进材料和新能源等领域被普遍看好。

中国科学院拓扑量子计算卓越创新中心主任、中
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富春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向涛都认为，在他们熟悉的凝聚态物
理各方向中，量子计算和高温超导最有可能孕育颠覆
性技术。向涛说，如果将来造出通用量子计算机，能

“颠覆性”地降低能耗和提高运算能力，可能改变物
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开辟信息技术
发展的新方向。

何时何时““颠覆颠覆””
2016年，“颠覆性技术”被写入中国《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突出颠覆性技术创
新”，让颠覆性技术更引人注目。

“这个时候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很合时宜，”张富春
说，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已经比较
小，从跟跑进入并跑阶段，然而要从并跑到领跑还要
全新的东西，现在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自然而然”。

邬贺铨说，直到今天中国拥有的原始创新仍比较
少，中国在高速度发展的阶段，可以利用别人的技术
和自己的市场把应用做大，但从高速度发展转到高质
量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关键原始创新作支撑，原
始创新中有可能出现颠覆性技术。

向涛持类似观点：“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跑
者，还需做出原创性强、有颠覆性的工作，开辟新的研
究和应用领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激烈的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引领科技发展。”他认为，基础创
新与技术创新是因与果的关系，颠覆性技术必须要有
高水平的前沿基础研究作支撑。

从全世界看，哪些国家有望率先在颠覆性技术上
取得突破？毕马威公司最近对800多位全球科技领域
领袖的调查显示，26％受访者认为美国最有希望，中
国以2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表明中国突飞猛进的科
研实力获得认可与关注。

如何如何““颠覆颠覆””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发展新机遇。麦肯锡全球研

究所预测，到2025年，一些颠覆性技术有望每年创造
14万亿至33万亿美元的效益。

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培育这种技术？专家认为，
首先在科研领域要改革评价体系，对“颠覆性”的意愿
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

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常以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
因子为核心标准。张富春说，影响因子是指某份学术
杂志最近两年发表论文在报告年份的平均引用次数，
难以代表科研成果的真正价值。比如，杨振宁最有名
的论文“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发表在美国《物理评
论Ａ》上，“刚开始都没什么引用，几年后才被认识到
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太超前了”。

他建议，比较客观的评价体系应着眼于长期成
果，并严格遵循同行评议，不要过于强调影响因子和
文章数量。

向涛也认为，在制定科研政策时，要鼓励和引导
科研工作者选择探索性、前瞻性强的课题作为方向；
同时，教育、科研和技术三个领域要形成一个彼此紧
密相关的综合体，产生协同效应。

邬贺铨说，科研政策、人才观、评价体系等要有足
够的包容性，尤其要宽容失败，使市场后进入者致力
发展颠覆性的创新。“关键是要培养一种创新思维，而
要培养创新思维，就要有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反过
来如果不允许失败，谁都循规蹈矩，怎么能有做颠覆
性东西的动力呢？”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上接A1版）我们要从这个高度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
极端重要性，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对于那些德不配位、能不配行的干部，要让他们
没有市场、混不下去，对于那些推诿扯皮、懒政怠政的
单位，要紧紧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不换思想就换
人，真正实现庸者下，能者上，让好干部带来好风气。

扫除作风之弊，要有系统思维、综合推进。不得
不说，一些作风之弊，问题在下，根子实在上，表现
在人，关键却是机制。如果我们的考核指挥棒出现了
问题，张口闭口问开了多少次会、发了几个文，不切
实际地要求所谓全程留痕，那就会逼得下面穷于应
付、甚至弄虚作假。如果我们的用人导向出现了问
题，让那些说得比做得好、雷声大雨点小的干部得到
重用，而让真正肯担当能干事的干部动辄得咎，那就
会败坏营造好作风的土壤。扫除作风之弊，决非旦夕
可成、一鼓能下，需要有系统思维，发挥制度管人、

好制度出好作风的关键作用，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机
制原因、管理原因、环境原因，精准施策、综合推
进。公开透明是作风建设的防病毒阳光，要让群众评
判我们的作风，监督我们的作风，把群众的满意程
度、高兴程度作为我们作风的成绩单。

扫除作风之弊，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一个单位风气的好坏，领导干部是决定因素。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挥员之所以能做到“振臂一
呼、应者云集”，靠的主要是“看我的、跟我上”的
榜样力量。加强作风建设，领导干部必须当“头
雁”，担当为先、冲在最前，谋好路线、带好队伍。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压实，落实主要领导

“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上下贯
通、层层衔接、明确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链
条”。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增强自律

意识、标杆意识，带头大兴忠诚老实之风，大兴担当
实干之风，大兴勤政为民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切实以“关键少数”的自我革命，带动“绝大多数”
的作风转变，推动全省作风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省委推进作风建设，本身就是真抓实干、久久为
功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和示范引领。刘奇同志指出，
作风建设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一环紧着一环
拧、一锤接着一锤敲，敬终如始、善做善成。从省委
常委会专题研究到全省作风建设工作会议专题部署，
再到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的作风建设谋划，省委
牢牢把作风建设抓在手里，体现在落实中。全省上下
要充分认识省委的坚定决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现在就开始、马上就行动，来一
场作风之弊的“大扫除”，让好作风成为江西发展的
强大动力、优良环境，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一步一
个脚印地把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来一场作风之弊的“大扫除”

生态环境部第49督察组5月9日-12日督查问题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点位编号

49-新1
49-新2
49—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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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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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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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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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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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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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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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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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9
29
29
28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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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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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5
22
13
13
22
23
18
57
57
17

16

18
14
303
15

秒

18
41
8
26
23
8
43
59
7
13
38

36

45
53
161
49

督办问题

景德镇市珠山区石狮埠街道办事处沿江东路中渡口门前，生
活垃圾中转站没防渗漏围挡措施，渗滤液直接流入昌江

河道内堆放有约200吨建筑垃圾

扬尘大物料未覆盖

丽阳镇余村昌江旁有一条废弃船

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余村一无名商砼站洗罐废水直排昌江

建筑垃圾6立方

建筑垃圾2立方

临近江岸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三处约为 400吨，距
离河边约200米

屠宰场下脚料倾倒于护堤内

小型养羊场 羊粪无防堆放

临近河岸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约 50吨，给河内水质
造成了一定影响

临近江岸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体废物两处约 400吨，给河
内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瓷都大桥青塘路交叉口北昌江河东岸有建筑垃圾 20吨堆放，
距离昌江河30米

建筑垃圾

建筑生活垃圾

建筑生活垃圾

处理建议

建议主管部门立即采取防渗围挡措施，防止渗
滤液流入昌江，或关闭此生活垃圾中转站

立即清理

清洗地面覆盖料场

立即清理

建议主管部门立即依法查处

立即清理

立即清理

按照要求立即清理

全部清运

立即进行整改

建议主管部门立即清理

建议主管部门立即清理

按照要求立即清理

整改到位

清除

整改到位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态环境部“清废行动”景德镇督查问题清单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