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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承建的乐平市金山工业园排洪、改造项目工
程已于2017年8月底以前全面竣工。本项目部即将撤
销，为做好本工程的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工程有业务
往来的客户和农民工在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尽快与项
目部取得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项。逾期本公司
将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项目部联系人：康晓春
项目部手机：13687980212
监督电话：0793—6271778

江西顶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2日

公 告

本报讯（冯瑶）6月17日，市一院儿科将特邀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专家赵诸慧博士，来市
一院开展以呵护儿童成长、关爱儿童健康为主题的
矮小义诊活动。

身高是孩子生长状况的晴雨表，为了让更多患
有矮小症的孩子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市一
院儿科特邀赵诸慧博士来院义诊。据了解，义诊当
天将会对前来就诊的小朋友进行免费生长发育评
估和预测身高。

由于时间有限，活动当天不接受现场预约，有
需要的市民，请家长提前预约报名，名额仅限20
名。如果做过相关检查，请务必携带检查单。

活动时间：6月17日上午8:30—11:30
活动地点：市一院门诊二楼儿科门诊
咨询电话：0798—8560132
义诊对象：1、开学后，坐在第一排的小学、初

中生；2、每年长个不到5厘米的小学、初中生；3、初
二，男生身高低于1.56米，女生身高低于1.51米的
学生。

专家介绍：赵诸慧，女，博士，副主任医师，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工作，兼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北院儿科执行主任。1998年起至今在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儿内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工作，
2005年赴加拿大BC大学附属温哥华总院人类胰
岛细胞移植实验室、BC儿童医院内分泌科进修，从
事儿科内分泌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十五年，对于儿
科常见内分泌疾病有较丰富的诊疗经验，强调个体
化治疗，擅长儿童糖尿病、矮小症、性早熟、肥胖等
疾病的诊断治疗。

本报讯（黄圆） 6月8日下午，市五
院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35名职工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听取
了《2017年度医院工作报告》《2017年
度医院财务工作报告》《市五院工会第一
届工会委员2017年度工作报告》及《市
五院工会经审委2017年度工会经费审查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市五院2018
年度财务预算》以及《市五院奖励性绩

效工资分配方案》。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市五院院长秦永斌作《2017年度医院工
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该院2017年取得
的成绩，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
医改形势紧、节奏快的现状下，要牢记
公益职能和卫生职责，认真推进医院各
项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会议分别听取了《2017年度医院财

务工作报告》《市五院工会第一届工会委
员2017年度工作报告》及《市五院工会
经审委 2017 年度工会经费审查工作报
告》，并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以现场无
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市五院
2018年度财务预算》以及《市五院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

该院党总支书记郑寿赐在总结讲话
中指出，此次大会充分显示了工会的基

本性质及作用，整个会议过程高效紧
凑。职工代表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明
显提高，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要以
主动的姿态积极向职工宣传职代会内
容，让医院职工广泛参与到医院工作中
来，要坚持依靠方针，进一步提高医院
民主建设水平；要以人为本，加强医院
文化建设；工会要履职尽责，进一步做
好工会工作。

市五院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矮小义诊活动走进市一院
有需要的市民请提前预约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
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
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8年6月11日至2018年7月

10日登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16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
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
或者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
人，应分别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
境外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
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
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子账号）。该账户只接
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式存入。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DHD2018021号地块：2018年7月2日9时00分

至2018年7月12日10时00分。
DHD2018022号地块：2018年7月2日9时00分

至2018年7月12日10时00分。
DHD2018024号地块：2018年7月2日9时00分

至2018年7月12日10时00分。
DHD2018017号地块：2018年7月2日9时00分

至2018年7月12日10时00分。
DHD2018020-88号地块：2018年7月2日9时00

分至2018年7月12日9时00分。
挂牌网址：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

易系统（http://www.jxgtzyjy.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
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

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
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
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
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
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
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

或者撤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
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
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
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
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
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8-2625261
联系人：魏玮

浮梁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11日

浮梁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赣国土资网交地[2018]HD010号）

经浮梁县人民政府批准，浮梁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指定浮梁县国土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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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鼓励和发动群众提供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严打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活动，根据《景德镇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实施方案》，5月22日，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制定并通告发布《景
德镇市群众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
自通告之日起正式实施。

为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奖励办
法》相关内容，充分调动群众发现提供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积极性，日
前，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记者：《奖励办法》适用于哪一类群
体？

市扫黑办：奖励对象为举报景德镇
市范围内黑恶违法犯罪活动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要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具体的举报事实且经查证属实。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奖励范围：

（一）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人员、服
刑人员检举揭发的；

（二）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实际掌握
的；

（三）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
知悉的；

（四）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举报的；
（五）因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遭受

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六）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情况。

记者：举报人举报的黑恶违法犯罪
线索，经查证属实，按何种标准对举报
人给予奖励？

市扫黑办：举报人举报时，应尽可
能详细提供发生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的时
间、地点、过程等情况，以及犯罪嫌疑
人的姓名（绰号）、住址、通讯方式、主
要体貌特征、活动路线、藏匿地点及是
否持有枪支、管制刀具等情况。

（一）查证属实并以黑社会性质组织
提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50000元；

（二）查证属实并以恶势力犯罪集团
提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20000元；

（三）查证属实并以恶势力具体罪名

提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10000元；
（四）查证属实并以涉恶常见各类罪

名提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2000元；
（五） 根据线索抓获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集团头目或主犯的，奖励人民
币10000元；抓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集团骨干成员的，奖励人民币2000-
5000元；抓获其他一般成员的，奖励人
民币1000—2000元；

（六） 查证属实的黑恶势力“保护
伞”，由纪委监察机关作出党纪政纪处
理，并提起公诉的，奖励人民币10000
元；给予党纪政纪处理，未提起公诉的，
奖励人民币5000元。

记者：举报人可采取哪些方式，通过
哪些途径进行举报？

市扫黑办：举报人可采取实名或匿
名，通过当面举报、信函、电话、网络
通信或其他方式进行举报。实名举报的
应提供举报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
方式等情况。匿名举报时，举报人可使
用6位数以上的密码作为本人代码，以

密码确定举报人并作为反馈、奖励的依
据。

举报人发现或知悉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可通过以下途径举报：

（一） 拨 打 电 话 举 报 ： 0798-
8389178、0798-8389277；

（二）信件举报：景德镇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寄地址：
景德镇市紫晶南路 17 号；邮政编码：
333000；

（三）邮箱举报：jdzshce@163.com；
（四）通过向各县（市、区、园区）

和市直各成员单位设立举报电话、邮箱
进行举报；

（五）通过其他有效方式举报。

记者：如何对举报人进行有效保护？
市扫黑办：我们采用有效措施严格

保护举报人，相关线索受理、办理单位
将对举报材料严格保密，保障举报人的
安全。此外，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政
法机关和纪检监察将及时查处，并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

解读景德镇市群众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

再过三天，世界杯的光芒将照
耀俄罗斯大地，球迷们又会陷入四
年一度的狂欢。谁将一战成名，谁
将穿走金靴，谁将七战功成，悬念
都将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一
揭晓。

东道主交出怎样的答卷？
过去两届世界杯，东道主的表

现都不尽如人意，南非成为第一支
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巴西队在
2014年获得了殿军，可与他们在
本土夺冠的期望相去甚远，何况他们还在家门口连续
遭遇耻辱性失利。身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的俄罗斯队
近年来有些青黄不接，即便同组对手没有绝对豪门，
但与乌拉圭和埃及这样的球队交锋，他们的胜算也不
大。

除了球队本身的表现，俄罗斯能否办成一届出色
的世界杯也有待考验。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之后，俄
罗斯在办赛能力上被打了大大的问号。球场、交通、
安保、接待……面对这些问题，俄罗斯能交出怎样的
答卷？

VAR，添彩还是添乱？
四年前，门线技术登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今年3

月，国际足联也正式决定将在俄罗斯世界杯上采用另
一项高科技——VAR （视频助理裁判）。在此之前，
VAR已经在联合会杯、意甲、中超等多项赛事中得到
应用，可各方面对该技术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诚然，VAR能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它的
弊端同样明显。不同于可以帮助裁判在短时间内做出
判罚的门线技术，VAR耗时更长。如果主裁判在比赛
中回看录像，比赛的流畅性将大打折扣。VAR该何时
使用？怎么使用？使用频率如何把握？若处理不好这
些问题，VAR势必又会在赛后引发球迷乃至球员的集
体“吐槽”。

梅罗之争
从西甲到欧冠、从俱乐部到国家队，从场内到场

外，梅西与克·罗纳尔多（C罗）几乎无时无刻不被
拿来比较。可以肯定的是，本次世界杯，两人的比拼
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目前能力最出色的球

星，梅西和C罗的世界杯经历颇为相似：同是在2006
年第一次参赛，总进球数都没超过五个，均未染指过
世界杯冠军，而且两人都有可能迎来自己的最后一次
世界杯。

如果梅西问鼎，那么他无疑将真正比肩马拉多
纳，倘若C罗封王，也将完成职业生涯全满贯。根据
赛程，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队以相同的小组名次进入
淘汰赛且顺利在16强战中过关，那么梅罗二人在四分
之一决赛中便会相遇，否则只有可能在决赛交锋。如
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队真能走到最后，“梅西与C罗谁
更强”这个问号或将就此拉直。

谁将一球成名？
世界杯历来就是球员展现自己的舞台，像梅西、C

罗这样的巨星自然不再需要通过这四年一次的赛事提
升知名度，但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世界杯就是他们实
现梦想的捷径。里贝里、厄齐尔、苏亚雷斯无不是在自
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上听到了来自世界的掌声。

通过世界杯完成华丽转身的球员无外乎两种，要
么是像J罗、博格巴这样当时就小有名气，世界杯后
身价暴涨的超级新秀，要么就是像纳瓦斯、布拉沃这
样之前默默无闻，但凭着自己在世界杯上的优异表现
立刻转会顶级俱乐部的“草根”。本次世界杯，又有
很多球员将首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而他们当中有谁
会找到加盟豪门的“敲门砖”呢？

南美球队欧洲称雄？
欧洲球队近些年在世界杯上表现强势，连续三届

问鼎，上一届世界杯德国队捧杯，让欧洲球队首次在
南美称雄。本次世界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哥
伦比亚与秘鲁队毫无疑问肩负着帮助南美足球找回尊

严的使命。
在“南美五虎”中，巴西队最被看好。相比于四

年前略显“平民”气质的“桑巴军团”，现在在当家
球星内马尔的身边，已经多了像库蒂尼奥、热苏斯、
卡塞米罗这样可靠的帮手。1958年，巴西队在瑞典首
次赢得世界杯，60年后，同样在欧洲作战的“五星巴
西”能否为球衣再绣一颗星？

亚洲球队表现如何？
巴西世界杯，代表亚洲出战的四支球队日本、韩

国、伊朗、澳大利亚全部小组垫底出局，12场比赛3
平9负，无一胜绩。虽然过去四年里亚洲涌现了像孙
兴民这样可以在英超甚至是欧冠赛场上闪耀的顶级球
星，J联赛球队鹿岛鹿角也曾在世俱杯比赛中将皇马
逼到加时，但在国家队层面，亚洲足球与世界强队的
差距在这几年里并未缩小。

本次世界杯亚洲5支球队参赛创下历届之最，但
分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与东道主同组的沙特队从
一开始便是最被“看衰”的球队之一，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队无论面对哪个小组对手都没有必胜的把
握，亚洲“一哥”伊朗队虽然在预选赛中表现强势，
可偏偏碰上了西班牙与葡萄牙队……或许亚洲球队能
够改写不胜的尴尬，但小组出线还是有些为难。

“黑马”搅局？
这是一届没有传统劲旅意大利与荷兰的世界杯，

但这也在客观上为一些小球队提供了“爆冷”取得好
成绩的“温床”。通过观察往届或者世预赛上的表
现，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典等球队都有成为“黑
马”的资本。

巴西世界杯，哥斯达黎加队从拥有意大利、乌拉

圭的“死亡之组”中脱颖而出，在
点球大战中憾负荷兰队止步八强，
此番再战世界杯，这支球队无疑会
受到更多关注。首次参赛的冰岛队
在世预赛中以小组头名出线，证明
自己在欧锦赛的成绩并非昙花一
现。瑞典队在晋级之路上连克荷兰
和意大利队，“北欧海盗”又能否
在俄罗斯扬帆远航？
“90后”向“80后”发起挑战？

毋庸置疑，梅西与C罗两位“80后”依旧是当今
足坛最具统治力的球星，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越来越多的“90后”已经挑起球队大梁。

世界杯参赛名单中，“90后”已占据半壁江山。
内马尔、格列兹曼、阿扎尔都是各队的中流砥柱……
如果说巴西世界杯上这些“90后”的肩膀还稍显稚嫩
的话，经过四年的锤炼，他们向前辈发起挑战的时机
已经成熟。

“金靴”花落谁家？
从梅西到C罗，从萨拉赫到内马尔，从莱万到苏

亚雷斯，几乎五大联赛最优秀的前锋都聚集到了俄罗
斯。这些顶级射手多大程度上把在俱乐部的状态带到
俄罗斯，将直接决定着各队的世界杯前途。

提到世界杯“金靴”，就不得不提德国队的托马
斯·穆勒，这位未满30岁的拜仁球员在两届世界杯
上打入10球，成为世界杯现役最佳射手。尽管过去一
段时间穆勒表现有所起伏，但在拜仁主帅海因克斯麾
下，穆勒又及时找回了状态。世界杯上，球迷们或许
又会看到“二娃”变身“托马斯·世界杯·穆勒”。

谁将封王？
32支球队，只有一支能登上巅峰。736名球员，

只有 23 人能最终捧杯。虽然没有了意大利与荷兰
队，但夺冠的热门球队仍不在少数。

力争卫冕的德国队、志在一雪前耻的巴西与西班
牙队、天赋异禀的法国与比利时队、梅西领衔的阿根
廷队和C罗率队的葡萄牙队……这些球队似乎都有充
足的理由拥抱大力神杯。世界杯的终极谜底，将在7
月15日公布答案。

（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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