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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奖
公
告

双色球 第2018078期

中奖号码 03 10 14 17 18 30+12

3D 第2018183期

中奖号码 3 5 9

15选5 第2018183期

中奖号码 06 08 09 10 15

东方6+1 第2018079期
中奖号码 5 6 5 5 54+羊

七乐彩 第2018079期

中奖号码 03 09 10 15 24 26 27+01

奖池累计金额 89，220，000中
国
福
利
彩
票

扶
老
助
残
救
孤
济
困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处理和整改情况

1、责令乐平市绿乐食品有限公
司停产整改，一个星期内拆除0.8吨
蒸汽锅炉；

2、举一反三，对园区所有10吨
以下燃煤锅炉一个星期内拆除到
位；

3、继续加大园区中午和夜间巡
查力度，坚决杜绝防止类似情况发
生。

要求景德镇发电厂灰坝加强管
理，做好三防措施，避免扬尘污
染，定期对灰坝回收水池定期清
捞，对回收水定期进行监测。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
分）

不属
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乐平市沪东机械有限公司锅炉设备于6月
28日前已经全部拆散，正在筹备使用生物质燃料作为
替代，举报该公司烧煤排放烟气不属实；

乐平市绿乐食品有限公司在6月25日、26日早
上8点至晚上6点期间，由于蒸气压力不够，存在用
0.8吨蒸气锅炉，燃烧块煤、添加木柴混合原料的情
况，举报该公司烧煤排放烟气属实；

经全面排查，金山工业园区内无其他食品企业使
用锅炉烧煤排放烟气情况。

2018年6月28日接举报件后，景德镇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昌江区鲇鱼山镇阮家湾实地进行查看，通过
实地查看和询问阮家湾村村长刘胜帮，未发现举报人
所说的情况，举报内容不属实。

污染
类型

大气

土壤

行政区
域

景德镇
市

乐平市

景德镇
市

昌江区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新乐中小区附近
的金山工业园，沪东机械院子里
有个泡沫厂（名字不清楚），还
有两、三家做食品的企业（名字
不清楚），烧煤排放烟气。

中业兴达电力实业公司将景
德镇发电厂发电产生的粉煤灰堆
放在昌江区鲇鱼山镇阮家湾，总量
不低于40万方，污染土壤和水。

受理
编号

D360000
2018062
70019

X360000
2018062
70029

序
号

1

2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7批 2018年6月28日）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8批 2018年6月29日）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处理和整改情况

无。

珠山区已安排施工单位2018年6月30日上
午8点开始对光明巷排水沟堵塞进行疏通，拆除
排水沟附近的违章建筑，对排水沟进行清淤及
全沟段修复、重新加盖新水泥厚板工程，并扩
容新增69米排水管，确保修复后排水沟通畅。

由于整改工程涉及拆除“两违”，清理淤
泥，铺设管道等需要工期20天左右，预计7月
20日前完成。

是否
属实

不属
实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鲇鱼山镇土地管理所所长汪培
义，分管土地工作的镇人大主席徐承
业于2018年7月2日上午赶赴该地进
行现场调查。经现场调查，该地为关
停的废弃沙场，未发现举报中所说的
填土造地的情况，举报不属实。

2018年6月29日下午2点30分，
珠山区政府分管领导、区住建局分管
领导、新村街道分管领导及百眼井社
区主任、施工方，现场勘查了光明巷
排水沟堵塞情况，发现确实存在下水
道堵塞情况，举报内容属实。

污染
类型

生态

水

行政区域

景德镇市
昌江区

景德镇市
珠山区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景德镇市昌
江区鲇鱼山镇良港村，张学勇
（是良港村副书记）在长江河道
里填土造地，位于富强药业下
面100多米的地方，沙矶大桥上
面150多米，破坏生态环境。

之前投诉的问题正在整
改，对督察组表示感谢。景德
镇珠山区光明巷水淹房后面的
排水沟淤塞，水体黑臭，希望
组织人员尽快清理。

受理
编号

D360000
2018062
80018

X360000
2018062
80003

序
号

1

2

本报讯（柯吉菊）为推进我市优秀陶瓷科技成果与
优势陶瓷科技企业精准对接，促进陶瓷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7月4日下午，由市科技
局、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市瓷发局、景德镇陶瓷大
学产学研处共同组织的景德镇市陶瓷科技成果专场对
接会在名坊园会议室隆重召开。景德镇陶瓷大学相关专
家、教授携带16个最新产业化成果及200余项发明专利

进行推荐，来自全市的35家陶瓷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现场推荐了“高性能日用细瓷”、“环境友好型
陶瓷透水砖”、“新型镁质耐热瓷”、“超轻质陶瓷保温隔
热装饰板”、“无公害熔剂”、“陶瓷花纸图案的人工智能
设计服务”等项目，参会企业对部分产业化项目表示了
浓厚兴趣，路演结束后，企业负责人与项目团队进行了

深入洽谈。通过交流互动，校企双方不仅了解了企业技
术需求和院校开展的前沿研究，还开拓了思路，建立了
互信互动机制。大家纷纷表示，希望校企对接机制常态
化，不断促进陶瓷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为提升我
市陶瓷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引领产业发展“双赢”的示
范。同时，加强校地合作，培养一批陶瓷产业专业技术
人才和创新团队，补齐我市陶瓷产业创新链中的短板。

本报讯（朱茗梅）7月5日 16时起，景
德镇全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7
月6日上午，景德镇公路直属分局路政大
队、养护公司人员提前在分局集合，对管养
的G206国道、G351国道、S404省道、S207
省道、S410省道部分路段的道路、桥梁、涵
洞等进行全方位巡查。经排查，发现暴雨
造成S507竟吕线K1+941处、K10+000处、
S404东三线K26+050处严重积水，S404东
三线K19+500处塌方，G206国道K1395+500
处淤泥陈积。对积水、塌方阻碍交通，可以
进行抢通的，巡查人员立即通知相应道班进行疏通；遇
电线、光缆、交通设施等损坏的，通知其他相关部门或
单位。与此同时，还在沿线危险路段设置警戒标志，尽
最大可能排除安全隐患。

此次巡路耗时近五个小时，虽然排除了部分险情，
但抗洪防汛工作依旧刻不容缓。接下来，直属分局全
体职工仍将保持戒备，严阵以待，确保管养道路安全畅
通。

为了推动我市神经病学事业发展，规范我市神经
疾病的诊治，有效促进全市各医院神经病学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在我市医学会的支持下，景德镇市医
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挂靠景德镇市第
一人民医院。7月7日，景德镇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
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江
西省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仁伵，市卫计
委、市医学会相关领导，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祉武
参加会议。

会上，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景德镇
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神经病学专业委
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以及常务委员和秘书，市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曹铭华担任主任委员。成立
会议结束后，举办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大会邀请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徐仁伵教授、南昌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朱建明教授分别作了《帕金森病诊疗新进展》、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诊疗指南解读》等专题学
术讲座。会后，专家与参会代表就临床医疗遇到的技
术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互动。

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有效促进全市神经病学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全面发展，为我
市神经病学的发展搭建学习平台，提供互相学习、互
相帮助，解决神经专业疑难问题的机会，有效地促进
我市医疗水平逐渐提高。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
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
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据调查

显示，城乡合计脑卒中已成为我国第一致死病因，也
是我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脑卒中因发病率高、
死亡率高和致残率高的特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我市医疗行业在对此高度关注的同时，不断发展
科研技术，加强防治力量，尤其以景德镇市第一人民
医院为首的公立医院，自1991年成立神经内科专业学
科以来，现开放床位110张，近几年科室不断开展新
技术、新项目，开展微创清除术治疗3000余例重症
脑出血患者，开展脑血管病的规范化治疗，成立NI-
CU、神经康复室，率先在景德镇开展数字减影全脑
血管造影术1800余例，开展颈内动脉狭窄支架置入
术、椎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颅内动脉瘤弹簧圈栓塞
术，应用onxy胶栓塞治疗颅内动静脉畸形、动静脉
瘘，应用阿替普酶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开展溶栓桥
接动脉内取栓治疗颅内大血管闭塞。

早在2013年，市一院就被国家卫计委脑卒中心
授予“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防治基地”，2015年被
中国卒中学会授予“卒中中心”，2016、2017年连续

两年被授予“优秀数据管理卒中中心”，2018年被国
家卫计委授予“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位”。国家卫计
委相关部门每个月还会对各个高级卒中中心进行排
名，2018年5月，市一院卒中中心获得了综合技术
106强、单项支架植入术99强的好名次。市一院神经
内科主任曹铭华介绍：“这种排名，每个月都会有一
次。其中，综合技术包括静脉溶栓治疗脑梗死、静脉
溶栓桥接动脉内取栓、颈内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动
脉瘤栓塞式或夹闭式、颈内动脉内膜剥膜术等五项专
业技术评比。”

好事成双。近日，中国卒中学会授予市一院“综
合卒中中心”称号。“综合卒中中心”需要通过省内
外专家打分考评，最后评选出来的。评选标准包括院
内开展溶栓、取栓、支架植入术和动脉瘤栓塞术，每
年需达到一定例数，有急救团队，有急诊绿色通道
等，以及结合上报的相关数据等综合考评结果。据了
解，江西省只有4家医院获得此称号，市一院便是其
中之一。

成功的背后，必定离不开默默付出的全体医务人
员。神经内科是市一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平均每天
在院治疗100余人，收治病人总数以30％速度递增，
病床使用率达120％，社会效益明显。神经内科为景
德镇市卫生系统重点建设学科，率先在景德镇市成立
卒中单元，规范治疗脑血管病。开展脑血管病的早期
肢体康复及吞咽康复治疗，近几年开展脑血管病介入
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填补市内多项空白，获得多项
科技进步奖。近3年开展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急性
脑梗死，降低了脑梗死的致残率。每年神经ICU抢救
神经危重症数百例，挽救了一大批病人生命。有付出
就有回报，在获得各项荣誉的同时，市一院神经内科
全体成员还将不断努力，用精湛的医技造福更多患
者。

规范神经疾病诊治 引领神经病学不断发展

景德镇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挂 靠 景 德 镇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 冯 瑶 文/图

景德镇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现场。

中国卒中学会授予市一院综合卒中中心称号。

景德镇市
医学会神经病
学专业委员会
成员合影。

收取选票。

我市召开陶瓷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 景
德
镇
公
路
直
属
分
局
全
力
以
赴
保
畅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