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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圆）3 月 13 日上
午，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省级结核
病参比实验室主任及实验室人
员80余人齐聚我市，参加为期两
天的全国结核病参比实验室工
作会议。

会议由中国疾控中心结核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景德镇
市第五人民医院协办。开幕式
上，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赵雁林、省疾
控中心结防所所长何旺瑞、市
五院院长秦永斌分别致辞。

会上，赵雁林首先对2018年全国结核病实验
室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19年全国实验室工作进
行了部署。天津、浙江、宁夏、新疆、山西及四
川等地分别做了病原学阳性率提升经验分享，与
会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广泛、深入
交流。

秦永斌代表市五院全体医职员工祝贺会议成
功召开，欢迎各位领导及专家莅临指导。作为江
西省设区市唯一一所院所合一的结核病预防控制

与诊疗机构，近年来，在省疾控中心结防所的关
心指导下，市五院全面落实省市“十三五”结核
病防治规划，以强化患者发现和规范诊疗及耐多
药结核病的筛查和诊疗为抓手，全力做好结核病
防控与诊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此次会议在我市召开，为我省结核病防治工
作和结核病实验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交流学习的
机会，有利于促进我省今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
一步提升。

本报讯（何凌云）3月12日晚，一场放射安全“事
件”应急处置在市妇幼保健院展开。在这场模拟事件
中，很好地检阅了医院日常规范训练的成果。

这场放射安全事件应急处理综合演练，是以模拟
放射科DR故障放射事故而展开，各科室演练人员按
照应急处理预案和活动既定程序，快速反应，规范有
序，环环紧扣，各科室衔接配合默契，严谨认真。医院
领导参加演练，现场指挥，处置得当，体现了全院一盘
棋，高度协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活动结束后，院长
余钢成对演练进行了总结和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
足，要求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强化日常演练。

通过实地演练方式，检阅了医院发生放射诊疗事
件应急处置能力，规范和强化了应对突发放射事故的
应急水平，提升了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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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级结核病参比实验室工作会议在我市举行

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
上承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东

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
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连日来，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江西代表们，结
合各自工作和调研的真实感受，围绕
江西企业、江西制造和江西文化“走
出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话
题展开热烈讨论，在激荡新观点的同
时，也提振了对高水平开放的信心和
勇气。

支持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实现中欧
（亚）班列常态化开行

不沿边不靠海，“无中生有”还
数赣州港。

2016年，全国县级城市第一个内
陆口岸——赣州港正式开通，赣州港
获批成为全国内陆第八个对外开放口
岸和中国内陆首个检验检疫监管试验
区，也是全国内陆第一个进口木材直
通口岸。马叶江认为，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赣州港便是一个好例
证。

马叶江展示了一组数据：2018
年，赣州港发送中欧（亚）货运班列
205 列，回程货运班列达到 70 列。

“发送的车辆远远超过了当时预计的
100多列，回程的列车也源源不断把
欧洲的优质木材、红酒运来，这说明
中欧 （亚） 班列正在被欧洲市场知
晓，而且很有市场。”马叶江说。

因为有了中欧（亚）班列，赣州
市南康区与欧洲的来往运输时间从过
去海运的一个多月降至20天左右，每
立方米木材进口综合成本减少数百
元，南康的家具产业竞争力大为增
强。依托赣州港，南康与俄罗斯、塔
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多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起了商贸联系。

海运方面，一方面赣州有出货需
求，另一方面深圳盐田港则受困于仓

储场地有限。“两地有很好的互补
性，通过铁路联运，实现‘一港两地
’。”马叶江表示，如今，内陆企业在
赣州港发货出境与在盐田港发货已基
本实现同价。

然而，在开行中欧（亚）班列过
程中，部分地方财政补贴政策缺乏延
续性、及时性，环节多导致补贴资金
不及时，企业担心补贴不到位造成亏
损，一定程度影响了班列开行。为
此，马叶江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进一
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明确财政补贴
标准，确保财政补贴的延续性、及时
性，给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
业更多支持，让中欧（亚）班列常态
化、规范化开行。

在海外共商共建共
享，在国内期盼设立更
多综合保税区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推动‘一
带一路’要共商共建共享，这也是我
们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真实感受。”肖
利平认为，在海外，只有助力当地经
济社会建设，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让
所在国受益，并遵循当地法律和国际
通行规则，中国企业“走出去”才具
备可持续性。

作为一家在有色冶金、矿产开发
等领域具备专业优势的国有企业，中
国瑞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走出国
门，进军西亚市场，积累了不少海外
项目经验。近年来，受益于“一带一
路”建设，瑞林迎来了企业发展壮大
的黄金时期。“海外业务量最高峰时
占到了企业当年总业务量的40％多，
比如目前正在开展的赞比亚江西工业
园项目，就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项目。”肖利平告诉记者。

说到海外市场，陈康平与肖利平
有着类似的感受。“因为晶科能源的
主要市场就在海外，占到四分之三，
晶科的发展也从‘一带一路’建设中
受益，所以我们很看重外贸。”让陈
康平印象深刻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释放了高水平开放、促进外贸稳中
提质的新信号，让他对企业的发展充
满信心。

为了更好地赢得海外市场，晶科
能源投资的工厂也在海外有所布局。

“其中，马来西亚的工厂便是在国家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投资建设
的。”陈康平说，马来西亚工厂的光
伏产品能帮助企业很好地占领东南亚
市场。其实，除了产品销往海外，晶
科很大一部分生产原料也依靠进口。

“比如硅料、背板材料等。”陈康平计

划今年扩大原材料的进口，从而产出
更多产品出口。

“报告提到了发挥好综合保税区
作用，对于晶科来说尤其重要。”陈康
平表示，在江西，目前只有南昌、九江、
赣州三个设区市拥有综合保税区。建
议政府进一步扩大综合保税区的布
点，培育外贸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整合文化资源，合
力 助 推 江 西 文 化 产 品

“走出去”

景德镇陶瓷，不仅是江西传统文
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在海外的一
张亮丽名片。推动景德镇陶瓷文化和
陶瓷产品更多更好地跨出国门，一直
是萦绕于张婧婧心头的一个愿望。

今年全国两会，张婧婧在与抚州
市市长张鸿星代表的交流中迸发了新
的想法。“抚州近年来致力于打造

‘中国戏都’和汤显祖文化品牌，对
外戏剧交流如火如荼。可以将汤显祖
戏剧和陶瓷有机结合，以陶瓷为载
体，开发一系列文创产品，有利于汤
显祖文化和陶瓷文化双双走向海
外。”张婧婧没想到，自己刚说完这
番话，就得到了张鸿星代表的赞成。

“这也给了我启发，从江西到全
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这么丰
富，比如井冈山的红色文化、龙虎山
的道教文化等等，景德镇陶瓷可以尝
试去融合，创新文化产品形态。”在
张婧婧看来，不论是在表现形态上，
还是烧制技艺上，都必须在传承的基
础上创新，做出好的陶瓷产品，才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景德镇陶瓷
的魅力。

张婧婧希望政府加大对景德镇陶
瓷文化的挖掘和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的整合力度，加快培育江西本土的陶
瓷品牌，做优做大景德镇的陶瓷产
业，加强陶瓷文化在海外尤其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宣传，以
文化产品为媒，助推江西文化“走出
去”。

沿着“一带一路”奏响江西声音
——代表热议江西企业和文化“走出去”

□ 江西日报特派记者 卞 晔 曹诚平

马叶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肖利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康平 全国人大代表，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

裁

张婧婧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

副院长、国际陶艺家工作室主任

代 表 名 片

3月12日，在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
县澄江镇西门村蔬
菜基地，菜农正在
给蔬菜松土。

春回大地，人
们纷纷投入到忙碌
的生产劳动中。

新华社发
（司马天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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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叶昊鸣）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12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
通道”上说，今年还将继续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实现养老金“15连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
负担。对于有人担心社保费率降低以后会影响养老
保险待遇发放，张纪南表示：“我们有能力确保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纪南用一组数据回应说，
社保费率下降后，我国总体上仍能保证当期基金收大
于支；累计仍有结余，目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4.78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还有2万亿元左右
战略储备，今后还会继续加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的力度。除此之外，还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
施，实现社保基金可持续。

张纪南表示，降低社保费率的举措主要目的是减
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从长
远看，降低费率以后企业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门槛
降低了，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参加社保的人也会越
来越多，社保基金的“蛋糕”就会越做越大，形成良性
循环。

谈到如何缓解今年就业压力，张纪南说，政府工
作报告专门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他表示，今年将
重点做好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就业困难人
员等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同时将通过开展大规模职业
技能培训、加大援助和帮扶零就业家庭力度等方面措
施，继续“稳就业”。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胡浩）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12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表示，对于
校外培训“线下减负，线上增负”的现象，教育部高度
重视，已经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制综合治理文件，不
久将会发布。

陈宝生介绍，2018年2月份，教育部联合多个部
门出台了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的文件。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发现存在
问题的机构27.3万所，已完成整改27万所。

“但是在整改的过程中，有一些培训机构转移阵
地，把战场开到了线上。”陈宝生表示，将比照线下治
理的政策措施对线上的校外培训进行规范，开展线上
线下综合治理，一定要把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问
题治理好。

“不是不要负担，不要的是过重的课业负担。”陈
宝生说，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学校要坚持
正确的办学方向，严控课程门类和总课时、严控课程
容量和难度、严控非零起点教学；老师要严格依照大
纲和课程表教学，严控作业数量和难度；政府要在质
量标准、课程教材、考试招生、评价体系以及素质教育
引导等方面深化改革，还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家长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对孩子要有合理的预
期；社会要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谈到校园安全问题时，陈宝生说，近几年，学校
安全有了明显改观。据统计，86%以上的中小学幼儿
园已配备保安员，70%以上安全防范体系建设达到了
国家要求的标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校园安全面临
着一些新挑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要进一步夯实基
础，从综合治理的力量基础、技术基础、制度基础上下
功夫；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护校安园”活动；要
加强督导检查和追责，把责任落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

今年将实现
养老金“15连调”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将对线上线下校外
培训进行综合治理

慢性肾病发病率上升
四类群体应及时筛查

新华社长沙3月13日电（记者 帅才）3月14日是
第14个世界肾脏日。专家提醒，近年来，慢性肾脏病
发病率上升，亟待引起重视。肥胖、滥用药物、高血
压、高尿酸等因素可增大患肾病的风险，预防肾病应
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使用药物。

据湖南省人民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陈愔音介绍，
近年来，医院收治的慢性肾病患者激增。其实肾病是
可以预防的，一些肾病发生是受到其他基础疾病的

“连累”，如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可以引发肾病，因
此控制血压、血糖和尿酸，坚持规律的锻炼、健康的饮
食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预防肾病来说至关重要。

陈愔音提醒，肾病患者群体中大部分是早期患
者，比起晚期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早期肾病患者有更
多的治疗选择和治疗机会。定期进行筛查能让患者
更及时地接受治疗，延迟或控制肾脏损伤。

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60岁以上
的老年人、体重超标者这四类人群应定期进行尿常规
检查，特别是如果出现身体浮肿、排尿习惯改变、尿液
性状改变，应及时进行尿常规检查，早期筛查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