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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保险金秋客服节系列活动盛大
开启。三大主题活动带您看世界、获健
康、享豪礼、拥有最强大脑！

主题活动一：
香港嘉年华火爆启动

华夏保险江西分公司为回馈市场新
老客户大力支持，传递“保险姓保”保障
理念，为社会大众推出健康养老兼顾、
百种疾病保障、保费低廉惠民的健康型
保险产品——华夏常青树两全保险（全
能版）。

该产品具有如下特点：①祝寿金。
被保险人 8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返还相当于所有常青树已交保费金额的
祝寿金，助力养老生活；②保障全。集
100种重大疾病、50种轻症疾病、疾病终
末期、轻症豁免保险费、身故和全残等六
大保障责任于一体，带来全方位疾病保
障；③保费低。采用保监会允许的最高
3.5%预定利率，是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以后的新品，也是行业内极具性价比的
产品之一；④功能强。可附加年度最高
报销金额达200万，终身最高报销金额达
500 万的华夏医保通费用补偿医疗保
险。费用补偿范围除包含住院期间一般
社保用药外，更包含住院期间非社保报
销治疗费用。

华夏保险感恩回馈，人人都有机会
参加香港嘉年华活动，赴香港体验不一
样的金秋之旅。

主题活动二：
“脑力世界杯”火热开赛

超脑记忆法与国学文化的完美结合，
可以让您的孩子在适应新版教材的

背诵压力下先人一步！
在语文科目上花更少的时间得更高

的分数！
在对国学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修养上

更显优异！
脑力世界杯是由国际脑力运动委员

会（IISC）发起的一项世界顶级综合性脑
力赛事，是全面展示选手脑力素质的世

界舞台。
2017年8月，国际脑力运动委员会授

权中山新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脑
力世界杯江西赛区赛事。

本次大赛由华夏保险江西分公司独
家冠名，分少儿组及青少年组，赛事获胜
人员将获得丰厚赛事奖金及江西本土最
强大脑的节目录制；同时华夏保险江西
分公司带领“脑力世界杯”走入贫困地
区，扶贫助学，让贫困儿童拥有“最强大
脑”。

大赛必须经过赛前培训方可参赛，
赛前培训是由新起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培训费用由参赛选手本人承担。

赛前培训内容不仅针对大赛赛事项
目，也针对当下教材改革设置相关课
程。培训共计 8 天 64 课时，涵盖最强记
忆法训练、古诗词汉字解读训练。

大赛报名通道：江西省内与华夏保
险合作的各大银行网点。

主题活动三：
“重阳尊享”活动到您身边

健康问诊——走进社区大型关爱活动
华夏保险进社区服务大众，普及健

康知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担当。
尊享行动——服务升级，特权独享

“尊享行动”涵盖线上线下全用户群
体,旨在更好提升服务水平、全面改善用
户体验。目前，华夏保险官方微信H5互
动抽奖已经正式启动，百万现金红包及
代金券、iPhone8等诱人奖品将在活动期

间持续发放，惊喜等你来拿！
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
1.华夏保险江西分公司：江西省南昌

市红谷滩新区丰和中大道912号地铁大
厦32楼

2.华夏保险洪城支公司：江西省南昌
市阳明东路66号投资大厦37楼

3.华夏保险赣州中支：江西省赣州市
章贡区黄屋坪路28号鑫华峰大厦3楼

4.华夏保险宜春中支：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明月北路189号雅典都汇（贸易广
场）2楼

5.华夏保险上饶中支：江西省上饶市
信州区赣东北大道15号华夏保险3楼

华夏保险江西分公司官方微信

本报讯 （记者刘芝毅）10 月 21
日，副省长吴晓军到省林科院调研，并
与该院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

吴晓军先后来到国家油茶种质基
因库、国家油茶良种基地等科研平台、
基因库和试验基地调研，仔细询问了科
研人员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运用情况。

调研中，吴晓军指出，要站在全局
的高度，抓住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机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机遇和推
进林业供给侧改革机遇，瞄准世界林

业科技前沿，聚焦林业重大关键技术
问题，依托林业资源优势和人才学科
优势，提升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平台，
注重技术集成。要创新体制机制，充
分发挥激励机制，根据林下经济发展
和现代林业发展新要求，打造一批科
研基地，明确一批成果转化重点，通过
创新成果转化模式，进一步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运用，为江西林业和林下经
济发展、推动江西林业现代化建设提
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加快成果转化运用助推林业产业发展
省领导到省林科院调研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龚艳平）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如何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10 月 23
日，省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出台《促进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提 质 升 级 实 施 方 案
（2017-2020年）》，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生
态美、百姓富、乡风淳的乡村新画卷：力
争到 2020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到 4.4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5000 亿
元，直接或间接带动180万农民受益。

乡村旅游不能停留在“吃农家饭、住
农家屋”的阶段，我省将通过促进提质升
级，推动实现乡村旅游体系完善、布局合

理、设施健全、品质优良，形成全域多元、
业态丰富、产品多样的乡村旅游发展新
格局。力争2017年全省乡村旅游年接待
人数超过3亿人次，乡村旅游实际完成投
资 300 亿元，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2700亿元，带动45万农民受益。

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改善基础设
施是关键一环。我省将创新投资模式，
鼓励社会资本及各类经济实体采取独
资、合资以及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
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等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充分发挥江西生态
优势，建设一批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
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今年要在

全省推动新建 3至 5家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到2020年力争达30家。将乡村旅游
交通设施建设纳入农村公路建设范围，
到 2020 年实现全省 3A 级及以上景区
100%通三级及以上公路。

我省将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实施定
点帮扶、完善门票机制等方式，营造乡村
旅游良好环境。积极创新景区（公司）+
旅游合作社（协会）+农户（贫困户）等模
式，发挥乡村旅游在脱贫攻坚和群众致
富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
与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相结合，鼓励和引
导大学生从事乡村旅游创新创业。鼓励
依托重要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在淡

季探索实行免费开放日（周），带动周边
乡村发展民宿、餐饮、购物等业态。

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目的是为了提
升乡村旅游的竞争力。我省将出台乡村
旅游产品、服务标准和规范，引导乡村旅
游差异化、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推动

“乡村旅游+”，支持乡村旅游与休闲、观
光、科普、体验、养老、运动、中医药等多
种业态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多元化、差
异化乡村旅游品牌，今年全省要重点打
造两家以上5A级乡村旅游点、10家旅游
风情小镇、20个省级美丽休闲乡村、50个
星级农家乐、10个十佳休闲农庄、10条休
闲农业精品线路。

我省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力争到2020年乡村旅游总收入超过5000亿元

瓷博会专线瓷博会专线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曹耘）
10 月 21 日，2017 年中国技能大
赛之一，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等单位
主办的“高岭杯”第三届全国陶
瓷职业技能总决赛（陶瓷手工成
型工）暨全国职业院校陶瓷专业
学生技能竞赛，在景德镇陶溪川
文创街区闭幕。在为期3天的比
赛中，共有 174 名选手（职工组
84人，学生组 90人）同台竞技，
展现了当代技能人才的精湛技

艺和良好精神风貌。
据悉，第三届全国陶瓷职

业技能总决赛共分为陶瓷滚压
成型工、陶瓷手工成型工、陶瓷
雕塑工三个工种进行，其中陶
瓷滚压成型工、陶瓷雕塑工决
赛将于 10 月底在福建德化举
行。对于获得各工种前三名
的职工组选手，将由主办方报
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核
准，并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

174名陶瓷技能选手同台竞技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曹耘）10 月 19 日，
“融器”2017 中韩陶瓷艺术家（名匠）作品交
流展在景德镇开幕，来自中韩两国的陶瓷
艺术家及名匠们汇聚一堂，以瓷交友，以瓷
结缘。

中韩两国陶瓷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此次

展览集结了秦锡麟、宁钢、张松茂等15位中国
陶瓷艺术家和 10位韩国陶瓷艺术名匠的 100
余件当代瓷画艺术精品，呈现了中韩两国相
互交融而又各具特色的陶瓷艺术风格，向参
观者传递作者对于陶瓷、对于美、对于艺术的
理解和领悟。

2017中韩陶瓷艺术家（名匠）作品交流展开幕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曹耘
通讯员周筠）2017中国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览会吸引了900多家中
外陶瓷企业参展，数千名客商走
进瓷都。不少客商首次参加瓷博
会，他们会有什么体会和感想？
10月20日，记者来到设置在景德
镇国际会展中心的本届瓷博会主
展馆，对此进行了采访。

今年，河北省唐山市陶瓷协
会组织了 10余家陶瓷企业组团
参展，其中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匡

希刚是第一次参与景德镇瓷博
会。他说，通过几天的参展，深
深地感受到主办方的热情，同时
也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朋友，希
望今后能够常来景德镇。

在土耳其陶瓷展示区，记者
遇到了第一次参加瓷博会的土
耳其客商巴特。他告诉记者，很
久以前，景德镇精美的陶瓷工艺
品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土耳其，这
次有机会与景德镇陶瓷零距离
接触，感到很兴奋。

国内外客商感受瓷博会魅力
外国陶艺家在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现场创作。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本报讯 （记者魏星 通讯员李
华）10月 23日，第五十期“人大讲堂”
在南昌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萌、龚建华、冯桃莲和部分省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主会场参加。各
设区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干部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分会场同
步收看。

讲堂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围绕“选举法
及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主题
作了讲座。讲座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进一步
深化了大家对选举法和选举工作的理
解和认识，增强了各级人大做好选举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第五十期“人大讲堂”举行

本报讯（记者魏星）10月15日至
21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朱虹率队赴云南、贵州考察民族、
宗教、旅游工作。考察组一行与当地
人大常委会及民族、宗教、旅游相关部
门的同志深入座谈交流，并就有关工
作实地考察。

在考察中，朱虹指出，云南、贵州
积极发挥各自自然生态及人文资源优
势，充分挖掘民族宗教文化资源，大力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两省人大常委会
积极发挥立法监督职能，依法促进民
族团结，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整治
旅游乱象，有力推动了民族宗教旅游

工作创新发展。他强调，要加强人大
民族宗教旅游方面的立法监督工作，
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深入细
致，不断完善我省民族、宗教、旅游法
制建设；要积极学习借鉴云贵两省的
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强区域交流
合作，主动做好旅游客源市场对接、互
送旅游客源等工作；涉旅部门要以全
域旅游为抓手，加强部门之间协作，将
民族、宗教工作与发展全域旅游相融
合，挖掘我省佛、道教等宗教文化和少
数民族风情民俗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化、差异化旅游，推进“民族、宗教文
化+全域旅游”的融合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与全域旅游发展
省领导赴外省考察民族宗教旅游工作

本报鄱阳讯 （记者宋海峰 通讯
员刘英才、孙京波）10月22日，我省首
个江豚保护协会——鄱阳湖江豚保护
协会在鄱阳县成立，这是鄱阳湖首支
江豚保护的“正规军”，标志着江豚保
护志愿者将以扎实、有效的手段保护
江豚，保护鄱阳湖生态。

鄱阳县境内湖泊众多，辖区有江

西省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一处。据了解，为更好推动鄱阳湖江
豚保护，鄱阳湖江豚保护协会将以环
境保护为主旨，发挥自身技术和人才
优势，规范开展活动，打造鄱阳湖区
江豚保护、生态保护的品牌，在江豚
保护、宣传、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鄱阳湖有了首支江豚保护“正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