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万小荣 电话：8569802 13657988888 社 址：广场北路501号 邮政编码：333000 承印：景德镇日报印务出版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赣第00309号
新闻采编中心:8281661 8284418 专版专题中心:8281160 总编室:8282024 办 公 室:8281493 广告发行中心:8282179 8288846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冯成忠 责任校对：袁金秀 电话：（0798）8284418 邮箱：jdznews0798@163.com
综综 合合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A4

景德镇市大地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景德镇市分公司委托，依据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江西省分公司采购函【2019】5号，《关于景
德镇市分公司保安服务公司招标需求的复函》，及
采购方案所确定的采购方式，对其所需的保安服务
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
参加。

项目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景德镇市分公司
保安服务项目

采购人名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景德镇市分公
司

联系人：熊蕾
电 话：0798-8568377 15179838518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景德镇市大地建设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景德镇市朝阳路789号四季春晖19

栋1001室
联系人：曹先生
电 话：13507980258
采购项目最高限价：35万元/年

一、采购人的采购需求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提供相关类似业绩证明；
（七）投标人就本项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时间和期限、地
点、方式

有意向的供应商可在2019年7月12日至2019
年7月 16日每天8:30—17:30（北京时间，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除外）携带购买竞争性磋商文件所
需材料到景德镇市大地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朝阳路789号四季春晖19栋1001室）购买竞争性
磋商文件，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工本费为200元人
民币/每份，文件售后不退。

四、供应商在购买竞争性磋商文件时必须提
交的资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单位介绍信或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和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采购公告发布媒介

本次采购项目采购公告分别在景德镇日报及
中国邮政官方网站 （www.chinapost.con） 发布，
发布时间2019年7月12日。

磋 商 邀 请 公 告

数量

1项/1年

简要说明

代理金融网点保安服务、
办公楼门卫保安服务（要
求代收分发报刊快递），
具体见保安服务需求。

工程名称

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景德镇市
分公司保安服

务项目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10日，南方强降雨持续，湖南
衡山县长江镇曹家湖段出现漫堤决口险情，鄱阳湖水位超
警戒。

10日零时59分，湘江干堤湖南省衡山县长江镇曹家湖
段发生漫堤决口，宽度约15米。据初步统计，漫堤造成长
江镇新源、胜利２个村９个组1640亩的区域受淹，200余户
受灾。

记者阳建在漫堤决口现场，看到周边大片农田已被洪
水淹没，部分农户的房子淹了一半，变压器等电力设备泡在
水中。救援车辆正在不停往返，紧张开展抢险作业。民兵
驾驶冲锋舟来回转移人员、物资，医疗小分队驻守在村民家
中，提供应急医疗服务。

漫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推进漫堤口的抢险处
置、疏散救援受灾群众并做好安置工作。当地县乡村三级
组织多支救援队，乘坐皮划艇挨家挨户转移群众，疏散到集
中安置点。

截至10日15时27分，湘江衡山段水位已达54.11米，超
警戒水位5.11米。

江西境内江河湖泊水位持续上涨。10日16时，鄱阳湖
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涨至19.07米，超警戒水位
0.07米，并呈继续上涨趋势。

记者范帆从江西省防指了解到，从６日开始的强降雨
导致江西境内的29条河流46站发生超警洪水，造成抚州、
吉安、萍乡等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287.5万人受灾，紧
急转移安置32.6万，需紧急生活救助20.1万人。农作物受
灾181.8千公顷，倒塌房屋942间。

从６日起，桂北雨势明显加大，桂北、桂中部分县（区）
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

记者雷嘉兴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南
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百色、河池、来宾、崇左等９市４
９县（市、区）遭受洪涝灾害，造成360330人受灾，因灾失踪
1人，紧急转移安置9466人，需要紧急生活救助1782人，需
过渡性救助299人。倒塌房屋768间。

记者王成从福建省防指了解到，10日6时至17时，福建
省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有16个县、32个乡镇，其中龙岩市
武平县宁洋村站降雨量最大，为105.3毫米。经历连续多日
的强降雨袭击后，南平地区雨势有所减弱，但南平市建阳水
吉、建瓯七里街、南平延福门、漳平麦园等４个水文站点仍
超警戒。

新华社天津7月10日电（记者 周润健）“头伏饺子二
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7月12日将迎来今年“三伏”中

“初伏”的第一天，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将逐渐成
为天气“主角”，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启“蒸煮模式”或“烧烤
模式”。

“三伏”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
都是10天，“中伏”天数不固定，有时10天，有时20天，这
由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还是5个庚日来决定，4
个庚日就是10天，5个庚日则是20天。

“今年‘三伏’共计40天，7月12日交‘初伏’，7月22日
交‘中伏’，8月11日交‘末伏’，8月21日‘出伏’。”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

“稻在田里热了笑，人在屋里热了跳。”“入伏”前这一
段时间，我国华北、黄淮一带持续的高温让人们深切感受
到了“上蒸下煮”的滋味。

针对“入伏”后即将出现的“桑拿”天气，赵之珩提醒公
众，要注意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中暑，如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及时补水等。

而对各地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在采取发放高温津贴、
免费提供绿豆汤等现有措施的基础上，还要开动脑筋，多
施“清凉之策”，采取更多防暑降温措施，为那些依然奋战
在户外的外卖小哥、快递小伙、清洁工、室外建筑工等职业
群体，送上一抹夏日清凉，让他们少受炙烤之苦。

干湿分离垃圾桶卖断货、网络预约上门收废品走
红、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集中开建……随着垃圾分
类在全国加速推进，“新时尚”带来的产业“新蓝
海”悄然而至，由此催生的新产品、新职业和新投资
正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分类桶、粉碎机、早教玩具，垃圾分类带火新产品

在垃圾分类方面，尽管各地的分类方法略有不
同，但干湿分离、把厨余垃圾单独处理，是一个共同
趋势。

统计显示，在天猫平台，分类垃圾桶6月销售额
同比增长500%以上。记者查询发现，一款售价39元
到49元的脚踏型分类垃圾桶累计有7726人付款。买
家纷纷评价：“一干一湿，厨房用正好”，“有轮子的
垃圾桶更方便一些，为了分类真是蛮拼的。”

垃圾桶有分类功能，垃圾袋也告别千篇一律的黑
色，变得多彩起来。在淘宝平台上，一款售价15元左
右120只的彩色垃圾袋，累计1045人付款。买家留言
说：“四种颜色对应四种分类，卖家好会抓热点……”

强制垃圾分类后，投放湿垃圾需要破袋处理。为
了省麻烦，部分市民希望减少厨余垃圾产生量，这意
外带火了一款小众商品——厨余垃圾粉碎机。

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份平台厨余垃圾粉碎
机销量为7830台，6月份销量猛增至23076台，环比
增长195%。

垃圾分类的热潮还进入了早教领域。记者在电商
平台搜索“垃圾分类玩具”，销量排行第一的是一款
垃圾桶带卡片早教玩具。幼儿按照每张卡片上的垃圾
类型，将卡片投入相应的玩具垃圾桶，在游戏中学到

垃圾分类的知识。卖家表示，6月20日以来，该产品
在全国的销量激增，其中上海地区的订单量增长了三
倍以上。

上门收废品月薪可过万，垃圾分类催生新职业

打开支付宝，搜索小程序“垃圾分类回收”，选
择回收种类“废旧衣物”，然后拍照、预约时间。3小
时后，家住上海闵行区报春路的市民李小姐就将打包
好的两袋废旧衣物交给上门的代收废品网约工王皓
辉。

李小姐表示，她所租住的房子7月中旬到期，如
何处理废旧衣物有点犯愁。“一方面因为垃圾分类，
不能随便扔。另外这些废旧衣物也挺沉的，不方便
扔。”

记者看到，除了废旧衣物，冰箱、洗衣机等废旧
家电以及废旧家具、金属都可以预约上门收取。其中
价值较低的废旧衣物，回收后市民可获得环保积分换
取日用品。而价值较高者如废旧家电，根据品牌、使
用年限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如一台废旧滚筒式洗衣机
平均上门回收价格为30元。“主要不是为了这几十块
钱，更多是想让废旧物品得到再利用。”李小姐说。

王皓辉表示，上门回收只是第一步。当他回到工
作网点后，还需要对回收物品进行仔细挑选分类，送
到不同工厂进行资源化利用。“我每天可以接到20单
左右的预约。”王皓辉说。

废品上门回收员罗琦说：“别看收垃圾好像很
脏，其实是一个朝阳行业、绿色产业，我们工作辛苦
一点，月入过万不是问题。”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垃圾分类回收平台”目前

可支持上海5000多个小区，武汉、北京、苏州等更
多城市也在逐步接入中。70%“卖垃圾”的是35岁以
下的年轻人，旧衣物、旧家电、废纸塑料是下单频率
最高的，用户平均7天下一次单，复用率超过7成。

“大家更重视垃圾分类的意义，正把它变成生活的一
部分。”支付宝城市服务总经理朱春勇说。

前端分类严末端标准高，垃圾分类带动新基建投资

“我前面分好了，垃圾车一来又倒在一起拉走
了”——过去推进垃圾分类的一大障碍，就是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的能力不够，未能形成闭环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挫伤了市民分类的积极性。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以高标准的末端处置来呼应
严格的前端分类。

来自住建部的消息显示，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
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系统正在逐步建立，已配备
厨余垃圾运输车近5000辆，有害垃圾运输车近1000
辆，未来将继续投入213亿元加快处理设施建设，满
足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率先开始垃圾分类的上海，今年6月底宣布启用老
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项目。该项目在建设中引进
了全球最先进的设备，每天有6000吨垃圾在烈焰中转
化为绿色清洁的电能，最终垃圾体积减为最初的1%。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对标垃圾分
类先进国家，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还存在突
出短板，主要在于高标准的焚烧发电、规范化的回
收利用与全链条的生物处理能力不足。在居民源头
分类和末端高效处理方面，各个城市应做到“两头
都要抓，两头都要硬”。（新华社上海7月10日电）

7月11日，合肥市建平实
验小学学生在老师引导下参与
垃圾分类小游戏。

当日，安徽合肥市建平实
验小学开展“垃圾分类”暑期
公益小课堂，讲解垃圾分类知
识，增强孩子们的垃圾分类意
识和资源节约意识。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暑期小课堂上
学“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有“钱”途
一大波新产品新工作“来袭”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桑彤

南方强降雨持续
鄱阳湖水位超警戒

12日“入伏”“桑拿”上线
“蒸煮”或“烧烤”模式开启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0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三。报告显示，70年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如
今，我国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电池、啤酒、家具、塑料加工
机械等100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报告显示，70年来，我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
前行。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
305160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 970.6 倍，年均增长
11%。

同时，我国工业国际影响力发生历史性变化。据世界
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
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
的份额高达27%，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报告还显示，高技术装备类产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迅
速。2018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达18
亿部、3.1亿台、1.9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在70%至90%
之间；汽车产量为2781.9万辆，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

我国100多种轻工产品
产量居世界第一

本报讯（朱和平）市第五人民医院
扎实开展“奉人民为上，视群众为友，
与健康同行”专项活动，坚持把以人民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贯穿于医疗服务每个
环节，优化流程，改善环境，抓好细
节，让患者就医更便捷，办事更顺畅，
为健康瓷都建设贡献力量。

该院在门诊大厅重新设置了导诊
台 （预检分诊），配备了专职导诊人
员，为患者提供导诊服务。配备了饮
水设备，免费提供开水和纯净水。在
大厅增加了候诊椅的数量，并添置了
有线电视机，滚动播放疾病防控和医
疗保健等相关内容，使患者在候诊期
间就能得到预防保健知识的健康教
育。加强了诊疗区域和卫生间的保洁
管理，保证诊疗环境和清洁舒适。在
地面增设了科室导引标识，方便患者
检查和治疗。增加了轮椅数量，为方
便年老体弱或危重患者在院内检查、

入院，医院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挤
出数万元购置了院内医疗转运车，志
愿者参与协助服务，更好地保证患者
安全。门急诊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
遇有危急重病人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确保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和学科建
设，该院邀请了省内知名医院评审和
管理专家来院进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建设方面的讲座，提升全院医护人员
及管理干部的管理素养。为补足医院
学科方面短板，邀请海军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胸外科专家来院指导恳
谈，加强医院学科建设。全面落实医

疗核心制度，加强医疗质量控制，加
大对首诊负责制、三级医师查房制
度、交接班制度及病历书写规范的督
查力度，成立了相应的管理组织，形
成了从院领导到医护人员，人人肩上
都有质量控制管理任务。加大对门诊
诊疗规范和住院诊疗临床路径的实施力
度，提升医疗质量，降低患者医疗费
用，切实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加大信息
化建设投入，建立优化了与上海市肺科
医院的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每周都可以
开展远程门诊与会诊，极大提高了医院
诊疗水平，方便患者在本地享受到国
内一流医疗专家的诊疗服务。

奉人民为上 视群众为友 与健康同行
市五院扎实开展专项活动

开
奖
公
告

双色球 第2019080期

中奖号码 03 06 08 20 24 32 +07

3D 第2019185期

中奖号码 1 9 4

15选5 第2019185期

中奖号码 02 04 10 11 15

东方6+1 第2019079期
中奖号码 1 9 6 9 0 5+鼠

七乐彩 第2019079期

中奖号码 04 14 15 16 17 19 22+13

奖池累计金额 89，220，000中
国
福
利
彩
票

扶
老
助
残
救
孤
济
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