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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的
甲肝减毒活疫苗采购项目，该项目采购的
甲肝减毒活疫苗只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生物研究所（昆明盛飞生物医学技术有
限公司）能够供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
三十一条第一项条件，拟由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昆明盛飞生物医学技
术有限公司）公司承担。现将有关情况向
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征求意
见期限从 2016 年 9 月 26 日起至 2016 年 9
月30日止。

潜在供应商、单位或个人对公示内容
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以实名书面（包
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
反馈至景德镇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联系电话：0798-8503251、联系人：史先
生、地址：景德镇市沿河东路 91号）、景德
镇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联 系 电 话 ：
0798-8276823、联系人：黄女士、地址：景
德镇市曙光路 319号）和江西宏广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
0798-8532111、地址：景德镇市昌江大道
鸿荣商住楼（莱顿风情大门正对面）B栋1
单元301室]。

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如下：采
购单位：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
目名称：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肝
减 毒 活 疫 苗 采 购 项 目 ，项 目 金 额 ：
468000.00元（人民币）。专家1论证意见：
由于甲肝减毒活疫苗只有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昆明盛飞生物医学技
术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议采用单一来
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甲肝减毒活疫
苗，专家姓名：刘亚茹，职称：主管药师，工
作单位：景德镇市中医医院。专家 2论证
意见：由于甲肝减毒活疫苗只有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昆明盛飞生物医
学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议采用单
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甲肝减毒
活疫苗，专家姓名：周东胜，职称：主管药
师，工作单位：昌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专家 3论证意见：由于甲肝减毒活疫
苗只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
（昆明盛飞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能够
供应，建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
生产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专家姓名：查登
峰，职称：主任药师，工作单位：景德镇市
第二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肝减毒活疫苗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的
一类疫苗采购项目，该项目采购的一类疫
苗只有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够
供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条件，拟由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
供应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从 2016
年 9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

潜在供应商、单位或个人对公示内容
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以实名书面（包
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
馈至景德镇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
系电话：0798-8503251、联系人：史先生、
地址：景德镇市沿河东路91号）、景德镇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
0798-8276823、联系人：黄女士、地址：景
德镇市曙光路 319 号）和江西宏广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
0798-8532111、地址：景德镇市昌江大道
鸿荣商住楼（莱顿风情大门正对面）B栋 1

单元301室]。
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如下：采

购单位：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
目名称：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类
疫苗采购项目，项目金额：1856432.50 元
（人民币）。专家1论证意见：由于一类疫
苗只有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够
供应，建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
生产的一类疫苗，专家姓名：刘亚茹，职
称：主管药师，工作单位：景德镇市中医医
院。专家2论证意见：由于一类疫苗只有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
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
一类疫苗，专家姓名：周东胜，职称：主管
药师，工作单位：昌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专家3论证意见：由于一类疫苗只有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
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
一类疫苗，专家姓名：查登峰，职称：主任
药师，工作单位：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类疫苗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申请的乙
肝疫苗采购项目，该项目采购的乙肝疫苗
只有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能够
供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
项条件，拟由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
供应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从 2016
年9月26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

潜在供应商、单位或个人对公示内容
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以实名书面（包
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
馈至景德镇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
系电话：0798-8503251、联系人：史先生、
地址：景德镇市沿河东路 91 号）、景德镇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联 系 电 话 ：
0798-8276823、联系人：黄女士、地址：景
德镇市曙光路 319号）和江西宏广招标咨
询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
0798-8532111、地址：景德镇市昌江大道
鸿荣商住楼（莱顿风情大门正对面）B栋1

单元301室]。
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如下：采

购单位：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
名称：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乙肝疫
苗采购项目，项目金额：245501.4元（人民
币）。专家1论证意见：由于乙肝疫苗只有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供
应，建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
产的乙肝疫苗，专家姓名：刘亚茹，职称：主
管药师，工作单位：景德镇市中医医院。专
家2论证意见：由于乙肝疫苗只有深圳康
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议
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乙肝
疫苗，专家姓名：周东胜，职称：主管药师，
工作单位：昌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家3论证意见：由于乙肝疫苗只有深圳康
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供应，建议
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该公司生产的乙肝
疫苗，专家姓名：查登峰，职称：主任药师，
工作单位：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乙肝疫苗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招 标 公 告
乐安县南山公园景观工程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建设，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择优选择施工承包人。项目业主：乐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概况：本项目投资
约5000万元；招标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工程内容，详见图纸及清单；标段设置：一
个标段；计划工期：360日历天；工程质量标准：合格；建设地点：乐安县东环路北侧；投标人
须具备条件：城市园林绿化壹级及以上资质；建造师为市政工程壹级或园林绿化专业壹
级。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下载招标文件网址：http://fzggzy.jiangxi.gov.cn/fzzbw/。

乐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6年9月23日

本报讯 （记者张玉珍）记者 9 月 25
日获悉，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社科联第十
七次学会工作会上，江西省老年书画学
会被评为全国先进学会。

省老年书画学会成立于1983年，是
全国成立最早的老年书画组织。三十多
年来，该学会坚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不断拓展活动空间，创新活动
内容和形式，逐步形成了“培训、创作、研

究、展览、交流、服务”六位一体的活动方
式，并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由
于活动丰富多彩，该学会已成为老年会员
生活得到充实、精神得到享受、知识得到
升华、余热得以发挥的精神乐园。

目前，省老年书画学会有中国书协
会员 21 名、中国美协会员 16 名、中华诗
词会员60名，有省书协会员267名、省美
协会员120名。

省老年书画学会被评为全国先进学会

本报信丰讯（通讯员邓东泓）近日,
信丰县为进一步加大纪律审查力度，着
力查办大要案以及农村基层损害群众利
益行为，以“集中优势、全员办案”为原
则，建立纪检监察系统片区联动协作纪
律审查机制。

该县将所有乡（镇）及单位划分为 7
个片区，把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纳入联动
协作纪律审查工作人才库，由片区联合
纪律审查组统一调度，参与纪律审查。

每个片区由一个纪工委（监察分局）联系
协调，并组成三个大组，由三位县纪委副
书记分别任组长，组织协调本组的纪律
审查工作。为确保片区联动协作纪律审
查机制落实到位，该县还把各乡（镇）党
委、纪委，县直（驻县）单位党组织、纪检
组（纪委）支持配合片区联动协作纪律审
查的工作情况，作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是否落实到位的重要标尺，纳入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度考核。

信丰划片区开展纪律审查工作

本报大余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赖莉）
日前，在大余县新城镇京州村阳光葡萄产业
示范基地，成串的葡萄挂满枝头。贫困户刘
五香说：“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葡萄，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近年来，大
余县坚持一手抓扶贫、一手抓旅游，旅游反
哺农业、扶贫对接旅游，开创了乡村旅游扶
贫开发新模式，构建了以旅助农、城乡互动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1 至 7 月，该县接待国
内外游客148.2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66亿
元，带动3.5万余人直接或间接受益，其中受
益的建档立卡扶贫对象3500人，占总贫困人
口的15%以上。

该县出台了《大余县乡村旅游扶贫专
项实施方案》等 20 多个文件，涵盖旅游用
地、旅游扶贫示范点建设、旅游扶贫创业奖
励等方面扶持政策。将新农村建设、交通、
水利、农业开发、产业扶持等各项涉农资金
打包运作，共同用于旅游扶贫。聘请国家

顶级规划队伍修编全县旅游整体规划，完
善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和布局全县旅游
资源，推动旅游扶贫全域化发展，规划建设
了牡丹亭文化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 12 个
投资亿元以上的大项目，重点打造乡愁体
验型、产业观赏型、山水游乐型、民俗文化
型、红色基地型、遗迹探究型等六种类型的
旅游扶贫示范点。

该县还树立了全域旅游理念，立足现
有 11 个乡镇 22 个旅游扶贫示范点，以路串
点、以路联景，串联红色旅游文化带、特色
农业产业带、生态养生度假基地和民俗文
化廊道等“红、古、绿、黑”特色项目、特色景
点，打造“百里乡村旅游扶贫长廊”。同时，
在发展乡村旅游时，采取“景区（公司）+旅
游合作社（协会）+贫困户”“旅游公司+贫
困户”“旅游协会+贫困户”等模式，帮助贫
困户获得自主经营、务工、土地流转等方面
的收入。

大余开创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新模式
本报庐山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潘志锋）近日，庐山市文
联组织书画爱好者，为庐山市
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大美庐
山、同步小康”美好蓝图挥毫泼
墨。同时，活动组织方希望以
此为契机，积极探讨“旅游+文
化”模式，倾力打造独具特色的
庐山文化之旅。

“旅游+文化”“旅游+生
态”“旅游+时尚”“旅游+双
创”……庐山市首届领导班子
上任伊始，积极倡导“旅游+”理
念，力争在做好“旅游+工业”

“旅游+城建”“旅游+农业”等
几篇大融合文章的基础上，发
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
带动力大的优势，形成多点支
撑、多业融合的大旅游格局。

“旅游+文化”，主要是依托庐山
传承古今、涵盖中外的丰富文
化资源，重点做好庐山名人诗
词、宗教旅游、西洋建筑、近代
夏都等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旅
游+生态”，主要是充分发挥良
好的生态资源优势，推动生态
农业、生态乡村等生态旅游发
展，促进旅游与生态的深度融
合；“旅游+时尚”，主要是引入
时尚新概念，把庐山打造成为
国民健康养生、猎奇探险、商务
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旅游+双
创”，主要是鼓励引导全民参与
旅游创新创业，加快推进云雾
茶、金星砚等旅游特色商品规
模化生产，并积极运用互联网
技术，发展旅游电子商贸，不断
发挥旅游富民效应。

庐山市以“旅游+”理念做强旅游

9月22日，记者在浮梁县浮梁镇新平村一山头上，鸟瞰即将正式对外开放的“瓷宫”。外形酷
似土楼的“瓷宫”，分为3层，外墙和内壁镶嵌着各式瓷器，由86岁的老人余二妹历时5年时间设计
建造。目前，“瓷宫”已基本建设完成，国庆节期间将正式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鸟瞰“瓷宫”

今年以来，峡江县把基层党建与脱
贫攻坚同部署、双推进，探索脱贫攻坚

“双领模式”，即基层党组织引领，党员
干部带领，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推动扶贫工作，激
发广大党员干部沉到扶贫一线，让鲜艳
的党旗在脱贫路上高高飘扬。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
300亩新开发的红壤山地绵延几个

山坡，这里是峡江县桐林乡庙口村新开
发的高产油茶基地。日前，村委会主任
罗立勇早早地便来到基地，逐步明显的
旱情让他特别担心。他说：“这片油茶
可是20多户村民脱贫致富的希望。”

庙口村是省定贫困村，有贫困户49
户。该村山林资源丰富，但经营方式粗
放，村民“靠山吃山”却并没有摆脱贫
困。为尽早摘除贫困村帽子，村党支部
决定组建油茶专业合作社，建立高产油
茶基地，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抚育，
成熟后分户经营管理。目前，合作社已
吸收25户贫困户入股，预计盛果期后人
均增收2000元以上。

一个支部就是一盏灯。该县注重发
挥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服务功能，将
组织优势转化为精准扶贫优势，为全县
92个村（社区）选齐配强了班子，打造一支
永远带不走的扶贫队伍。烟叶是全县的
传统主打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见效快
的产业。该县推行“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带动农户种烟3.8万亩，吸收513户
贫困户参与种植，贫困户或直接从事烟叶
种植，或流转土地发展烟叶，或入社从事
劳务，户均年增收可达5000余元。

党员领了路，群众跟着富
“我养了 1000 羽野山鸡，每天捡

500 多个鸡蛋，全部通过合作社在网上
销售，今年可以赚四五万元。”在仁和镇
枥坑村，养殖户戴移清高兴地跟笔者算
起了收入账。10年前，老戴的妻子突患
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了一
屁股债。如今，妻子的病情虽然得到控
制，但每年还得花2万多元的医药费。

群众要致富，关键靠党员和干部。
王大平是枥坑村党员，采用生态养殖方
法养殖野山鸡，每年卖出野山鸡2万羽，

鸡蛋 30 余万个，年收入达 100 余万元。
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王龙养殖专业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
式，吸收周边18户贫困户入社。戴移清
便是其中一位，一没技术二没资金的老
戴在合作社的帮扶下建起了养殖场。“照
这样下去，脱贫致富指日可待！”在养殖
大棚内，戴移清激动地说。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该县一方
面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返
乡创业就业人员中发展党员；一方面采
取政策指导、项目扶持、贴息贷款、信息
咨询、技术服务等方式，引导农村党员
立足本地实际，找准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创建党员创业带富示范点。目前，
该县共培育烟叶、食用菌、油茶产业等
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党员创业带富示
范点 300多个，直接和间接带动 1000余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

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
“天气这么热，辛苦你们了！”日前，

桐林乡炎田村 80 岁贫困户卢奶奶紧紧
握住上门嘘寒问暖的乡干部的手，久久

不放。8 月初，该县组织干部对全县
259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拉网式复
查走访活动，千余党员干部戴上草帽、
背上水壶再次踏进这些熟悉的门槛。

在扶贫工作中，该县每个乡镇选拔
组建以党政班子成员、机关站所干部等
为主的脱贫攻坚帮扶服务队，使之成为
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排头兵和主力
军。实行“321”责任帮扶机制，乡班子
成员、机关站所干部、村干部分别按照

“1+3”“1+2”“1+1”方式与贫困户结对
子帮扶。为保证帮扶成效，该县制定了

“三个至少”常态走访机制，即各帮扶责
任人每半月至少电话联系帮扶 1次，每
月至少到户走访帮扶 2次，每两月至少
阶段分析增收成效1次。同时，建立“党
建扶贫工作”微信群，以微信问政的方
式，督查、督促各帮扶队工作动向和工
作开展情况。今年以来，该县党员干部
共走访结对贫困户 1.6 万余人次，提供
技术服务、政策宣传 7150 余人次，帮扶
1162 户贫困户入股烟叶、油茶、食用菌
等合作社，帮助 656 名贫困人员进入工
业园区或合作社务工。

党旗在脱贫路上高高飘扬
——峡江党建与扶贫“双推进”工作走笔

曾文清 曾双全

9月 23日，在樟树市刘公庙镇塔前彭家古村，村小教师彭建元
正在为孩子们讲解村史故事。刘公庙镇塔前彭家古村是江西省十
大文化古村之一，为传承古村历史文化，该镇组织人员对村史故事、
家风家训、耕读文化等进行挖掘整理，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广大青少
年讲述，让古村的村史家训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朱 力摄

本报遂川讯（通讯员梁伟峰）“现在儿子
儿媳把我接到新房跟他们一起住，让我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近日，遂川县碧洲镇白水村
75 岁老人张光鉴告诉笔者，经过党员干部和
村贤理事会的批评教育，儿子张进林当场自
愿签订《赡养协议书》，承诺好好孝顺父母，给
老人一个温暖的家。

近日，遂川县启动“孝行天下·赡养双亲”
全民主题教育活动，念好“孝”字经。该县利用
广播电视、报纸、标语、板报等各种载体，广泛
宣传主题教育活动的目的和意义，迅速排查

“家庭赡养义务履行不到位”的问题，建立详细
台账；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建立宣传教化机

制。在县、乡、村广泛开展“孝敬父母好青年”
“孝顺公婆好媳妇”“美德少年”等评选活动，通
过遂川大讲堂、农村文化礼堂、道德“微课堂”
等载体，组织这些先进典型巡回宣讲，使这些
看得见、学得到的群众身边典型，在传递社会
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提升道德水平中发挥
教化引领作用。县属媒体开设“双亲赡养问
题”曝光台，各乡镇设立道德建设“110”举报电
话，对不认真履行赡养老人义务者予以曝光，
并纳入“黑名单”，实行享受低保“一票否决
制”。同时，村村成立村贤理事会，对“村规民
约”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设立“双亲赡养问
题”举报箱和接待室，实现调处窗口前移。

启动“孝行天下·赡养双亲”活动

遂川念好“孝”字经

本报黎川讯（记者钟端浪）日前，一
阵悠扬的歌声伴着笛声、二胡声、电子琴
声从黎川县烈士公园传来。走近一看，
只见一群老人围成一圈，正唱着《爱唱歌
的人不会老》歌曲。这是黎川县“快乐健
康大合唱”音乐社团在开展练唱活动，活
跃群众文化生活。

据黎川老年大学音乐班班长万辉介
绍，黎川爱唱歌的老年人非常多。2012年，
他和县老年大学音乐班的邓志宏、凌桂兰
发起成立了“快乐健康大家唱”音乐社团，

为爱唱歌的老人搭建了一个唱歌平台。他
们每周三、六、日上午9点到10点半开展合
唱活动，吸引了大量群众加入合唱。

除了每周 3 次练唱活动，该社团还
在节假日前往县福利养老院等地慰问演
出，为福利院的老人带来欢乐和笑声，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县福利院的高
先生说：“‘快乐健康大合唱’音乐社团经
常来演出，合唱时，有些熟悉的歌曲，我
们也跟着唱，心情愉悦了，心态也变得年
轻健康了。”

黎川“快乐健康大家唱”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