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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 通讯员
叶萌）日前，第三届中国医院宣传
年会暨第一届医疗品牌建设与传播
高峰论坛发布了 2017 年度中国医
院互联网影响力数据，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上榜 2017 年度中国医
院互联网影响力“全国医院影响力
百强”“服务号传播力 20 强”“综合
医院传播力 50 强”等多项榜单，其
中等价粉丝活跃度排名第 5。其
中，“影响力百强”榜位列第 34 位，

“服务号传播力 20 强”榜排行第 12
位，“综合医院传播力 50强”榜位列
第 16位。

据了解，此次论坛以“新医改、
新征程、新品牌、新面貌、新常态”
为主题词，聚焦“医改下医疗品牌
建设”，全国近 400家医疗机构、600
余位医疗宣传工作者参与。大会邀
请了国家卫计委宣传司、深圳卫计
委医改办、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等业界重量级专家参加
会议并担任点评嘉宾。会上，中国
传媒大学王宇教授对中国公立医院
宣传能力报告进行解读，并对国内
40 余家三甲医院的媒介运用能力
进行抽样排名，其中南大一附院等
价粉丝活跃度排名第 5，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中山一院、北京协和医
院分别位列前三。从微信公众号运
营的角度来看，排名靠前的医院公
众号大部分是高频推送，且单次推
送文章数量多。

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指数是
将中国医院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进
行量化排序，该指数由“传播力”

“生产力”“原创力”“曝光度”和“喜
爱度”为评价指标，对全国 3000 余
家医院进行排名。南大一附院微信
公众号为服务号，2014 年开通，每
月有四次推送配额，目前拥有粉丝
近 46 万。公众号以推送科普类文

章和医院重大新闻资讯为主，在
2016 年开通“健康大讲堂”的基础
上，2017 年推出“健康百事通”栏
目。公众号以做原创权威科普为
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结合
时下热点事件推广该院科室专家及
先进技术，受到广泛好评。其中，
在今年 1月我省局部地区发生禽流
感 H7N9 疫情期间，南大一附院推
出 的 科 普 文 章 点 击 量 突 破“10
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另外，在“创新+策划”作用下，
该院2017年的医院宣传工作斩获多
项 国 家 级 大 奖 。 丁 香 园 公 布 的

“2016 年度医院品牌传播百强榜”
名单中，该院荣登“2016 年度公立
医院品牌传播百强榜”及“2016年度
公立医院新媒体影响力 50强”。健
康报社2016-2017年度“优秀医院宣
传平台及优秀宣传工作者”推选活
动中荣获优秀通讯标兵奖；在省卫
计委主办的“感动医护瞬间”评比
中，该院 3幅作品获奖，为全省获奖
数量最多单位；在“健康中国”传播
优秀作品评选中，该院相关报道《手
术室的暖心一幕》（《江西日报》）、

《献血十八年》（《人民日报》）分别获
新闻摄影类二等奖和优秀奖。

南大一附院入围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百强榜
——其中等价粉丝活跃度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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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为主 周六最低2℃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南昌连

续多日沐浴冬日阳光，但美中不足的
是，雾霾也挥之不去。接下来，南昌天
气依然晴朗，周六的最低气温只有2℃，
为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新低。

根据最新天气预测，太阳照常上
岗，气温有所下降。7日是大雪节气，此
时节，饮食应以温补为主，菜肴中可多
加一些葱、姜、蒜，每天喝一杯热牛奶，
适当吃芝麻、花生等有助补肾的食物。
另外，南昌还会受冷空气影响，在冷空
气影响间隙，雾霾天气将减弱。气象专
家说，冬天雾霾天气反复是正常的。

7日，南昌晴转多云，7℃～14℃；8
日，多云转晴，5℃～11℃；9 日，晴，
2℃～12℃。

12月6日，赣州市赣县区公安局五云派出
所副所长宋凌立和民警彭玉林正在医院接受
治疗。“当时的场面的确令人心惊，但这是我们
的工作，只要警察在现场，就得冲上去。”宋凌
立回忆。

3 日，在出警时，宋凌立和彭玉林被大火
烧伤，宋凌立深度烧伤二级，彭玉林深度烧伤
一级，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警察的含义。

赣县区公安局五云派出所所长许小春向

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3日20时许，赣县区公安局五云派出所接

到市民景某报警称，因情感问题，夫妻发生争
吵打闹，请求民警调解。接警后，宋凌立和同
事彭玉林立即赶往现场。

“当时，民警推开房门闻到煤气味，景某妻
子刘某站在厨房。民警判断，煤气罐的阀门已
打开，情况危急。一旦发生煤气爆炸，将殃及整
幢居民楼，威胁十多户居民的安全。”许小春说。

宋凌立、彭玉林和景某立即冲上前，试图
将刘某拉出厨房。没想到，就在景某拉开厨房

门的一瞬间，刘某就用打火机点燃了液化气，
只听“轰”一声，整个厨房顿时燃起火焰，一道
火舌扑了过来，现场4人不同程度被烧伤。民
警强忍疼痛立即通知医护人员。

“报警人与妻子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之前
出过多次警。没想到，这次影响这么大。民警
的警帽，警服被烧毁，手脚被烧伤，同事看着都
心疼流泪。”许小春说。

6日，不少市民自发来到病房看望受伤的
宋凌立和彭玉林。

“他们很勇敢，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没有

选择后退。”一名来看望受伤民警的赣县群
众称。

“还有群众愿意留下来照顾受伤民警，让
我们很感动。民警的付出得到群众的认可让
我们感到最高兴和欣慰。”赣县区公安局一名
民警称。

记者了解到，宋凌立今年 42岁，1995年 8
月参加公安工作，多年被评为赣县区优秀公务
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彭玉林，30岁，2010
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多次被评为赣县区公安
局优秀人民警察，个人嘉奖一次。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 实习生左衡立）近
日，我省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
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悉，“十
三五”期间，我省将支持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参保续保，
实现应保尽保，同时避免其他参保人员因年
老、疾病、工伤、失业等原因返贫致贫。

《意见》提出，我省将资助贫困人员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年满16周岁（不含在
校学生）、具有江西省户籍、未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在全省扶贫信息网络系统中未标
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以及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县（市、区）政
府按 100元为基数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此
外，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重度残

疾的学生和儿童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

在减轻贫困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负担方
面，我省要求全面落实工伤保险参保缴费规
定，由用人单位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
人不缴费；全面落实建筑业工伤保险按项目

“先参保、再开工”的长效机制，确保新开工项
目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并按国家部署，全面启
动在交通运输、铁路、水利、能源等相关行业建
筑项目的参保工作，确保在上述行业务工的贫
困劳动力不因工伤致贫返贫。

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合同制工
人应当依法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合同制工人本
人不缴费；有条件的地区可打破户籍限制，统一农
民合同制工人和城镇职工失业保险政策。依法

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合同制工人纳入生育保险，
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费。

根据《意见》，我省将落实贫困人口住院报销
起付线、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和封顶线、重大疾病救
治等政策。巩固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将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
低50%。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及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在一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不设
起付线，由大病保险基金按照一级医疗机构100
元、二级医疗机构400元的标准纳入报销。

另悉，我省将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
会救助制度的统筹衔接，“十三五”期间，在认
定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暂不计入家庭收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范志刚）近
日，南昌市西湖区邓家巷居民万六妹在银行
查询时发现，有两个月的公租房补贴尚未发
放，于是她拨打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咨询。
从热线接转问题后，西湖区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立即进行查询，并及时告知万六妹
结果。

据了解，截至 12月 6日，西湖区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今年受理12345政府服务热
线诉求 550 余件，办结率达 100%，满意度
90%以上。

据了解，该局今年受理的12345政府服务
热线诉求，多为旧城改造、保障性住房及物业
方面的咨询和投诉，该局指派人一一调查取
证、督办落实，做到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

18场“互联网+”招聘会
11万名毕业生参加
毕业生平均月薪4068元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12月 6日，记者获
悉，10 月至 12 月，我省针对 2018 届普通高校
毕业生举办了 18场“互联网+”系列专场就业
招聘会，按大类专业、学历层次及区域分布，
分别在南昌大学等 18 所高校“落地”。据统
计，参加本届招聘会的毕业生有11万多人，毕
业生平均月薪为4068元。

数据显示，本届招聘会吸引了 5953家用
人单位，其中省内单位 2603家，省外 3350家，
较上届增加 603家；提供就业岗位 205453个，
其中省内 86791个，省外 118662个，较上届增
加12453个。

参加本届招聘会的毕业生有 11万余人，
现场达成签约意向的毕业生占参会毕业生人
数32%，比上届高2个百分点。根据各学校统
计汇总，毕业生月起薪在 2433 元-9889 元之
间，平均月薪为4068元，较上届增加608元。

据了解，本届招聘会分工科类、财经类、
农科类、师范类等近20个专场。从专业看，工
科类辐射防护与核技术、计算机、机械工程，
财经类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农科类动
物科学、动物药学、动物医学，师范类英语、软
件工程、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较受欢迎。

今年，赣州辖区专场招聘会达成签约意
向 1999 人，签约意向占比约 46%。该专场工
程类、机械类、电气类岗位较受毕业生青睐，
业务员、销售员等岗位相对较“冷”。来自该
专场的分析数据显示，总体来说，特色优势专
业所属行业总体回暖，矿业、冶金、材料、机械
等行业用人需求稳中有升，土木、造价、工程
类行业用人需求翻番。

2018届毕业生求职意向及心态如何？从
赣州辖区招聘专场看，毕业生考研意向逐年
攀升，部分专业报考率达到70%以上。多数毕
业生倾向去沿海发达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就
业。就综合类招聘专场而言，毕业生的就业
去向范围越来越广，就业途径呈多样化，继续
深造、出国留学人数依旧呈增长趋势。与此
同时，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越来越多的毕业
生懂得理性分析自身优势和劣势，进行多元
化选择，在中小微企业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
毕业生数量有所增加。

南昌51个景区获补助
本报南昌讯（记者赵影）日前，南昌市公示2017年旅游建

设项目补助景区名单，确定凤凰沟等51个项目为补助对象。
根据南昌市规定，旅游景区（点）建设补助标准为：国家3A

级（含）以上的旅游景区（点）建设，按不超过项目核算投资额
30%的比例给予扶持补助；其他旅游景区（点）建设，按不超过
项目核算投资额 20%的比例给予补助。游客服务中心按建筑
面积每平方米 500 元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补助最高限额为：国家5A级景区500万元；国家4A级景区、投
资额亿元以上项目200万元；国家3A级景区100万元；南昌市
乡村、特色、红色旅游点50万元。

婺源一民宿获“国字号”设计奖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单长华）12月 4日，婺

源悦园·婺扉古宅民宿获全国性大奖——“2017 年度设计金
堂奖”。

婺源悦园·婺扉古宅民宿位于秋口镇王村星江河畔，由本
土青年女设计师徐青青主案设计，经多个精英团队联合精心
打造。

据了解，在设计时，力求让每个旅客感受到江南诗意与情
怀；以为住客营造一种闲适自然、采菊篱下的乡村田野为设计
定位；在空间意境、空间布局方面，做到创新的同时，兼顾徽派
老宅的味道；设计选材方面，低碳、经济性，并加以创新。

12月4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丽景路两旁的栾树已经悄悄变黄，一阵微风吹过，树叶翩翩起舞，车辆行驶其
中，犹如在画中穿行。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面对点燃的液化气 他们冲了上去——

赣县区两民警“逆火而行”被烧伤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我省出台社会保险扶贫工作意见

招合同制农民工应缴失业保险 及时处理
回应群众诉求

暖心

西湖区法检“两长”同堂办案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2 月 6 日，一

起抢夺案在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由西湖区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姜卫民担任审判长，西湖区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忠华出庭支持公诉。这
也是司法体制改革以来，西湖区法、检两长
首次同堂办案，该案同时作为观摩庭全程网
络直播。

据悉，此次法、检“两长”同堂办案，是西湖
区法院落实“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司法责任制
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院、庭长带头示范，亲自
审案，充分发挥院、庭长在办案中的示范引领
作用，提高审判质效，实现公平正义。

南昌近万商家将参与“双12”
本报上海讯（记者万仁辉）“双 11”落幕

不久，“双12”又将引发消费热潮。12月6日，
记者从口碑支付宝举办的“双 12”发布会上
了解到，今年“双 12”，全球参与的商家共有
100万家。在南昌，参与的商家将有近万家。

据悉，“双 12”当天，消费者用口碑 APP
或支付宝在商店消费，可享受商家给的优
惠，最高五折。今年，南昌参加“双 12”的品
牌包括星巴克、海底捞、肯德基、家乐福等。
此外，煌上煌、旺中旺、乔家栅等江西本土品
牌也将参与。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双 12”活动期间，
南昌参与用户超 84万人，在全国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4位，在我省排第一。

三龄童走失 民警帮找回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卫国）11月 30日，

是樟树市黄土岗镇当圩的日子，街上人山人
海。当日 8时许，樟树市公安局黄土岗派出
所接报警，一名老年妇女哭着说，3岁的孙子
在街上走失了。

接警后，该所立即组织民警、协警及镇
综治办干部、政协志愿者，分成 4 个小组寻
找，同时请附近村委干部协助查找。很快，
民警得知，有人发现一个小孩哭着往方家村
方向去了。民警立即赶往方家村。询问得
知，由于一名老太太与其奶奶穿着很像，这
个小孩误认为是奶奶，就紧紧跟着。半路
上，小孩抬头一看，才知跟错了人，哇哇大哭
起来。这名老太太怕小孩出亊，便将其带回
村里。正着急时，民警带小孩的奶奶来了，
婆孙相拥而泣。

办知识竞赛 展现新风貌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柳银娟）近日，南

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举办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经前
期选拔，5支代表队的 20名队员在竞赛中展
现了崭新风貌。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更增进了我们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知晓度和理解度。”参赛
队员说，他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为实现南昌国资产业集团“总资产2018年突
破 200亿，力争十三五末期突破 500亿”的发
展目标而努力。

信州地税：纪检干部“充电”忙
为了更好地掌握纪检监察方面的各项业务知

识，提升自身办案能力和处理繁杂问题的水平，自
觉锤炼真本领和真本事，日前，上饶市信州区地税
局组织监察室全体人员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监督是纪检监察干部的基本职责，执纪是监
督的重要方式，《规则》对“四种形态”、线索处置、
谈话函询等作出规定。纪检干部徐斐说：“学习
了《规则》，感觉眼前一亮，觉得自己现在做事，处
理事情有了依据，有了尺度和标准。”纪检干部徐
理洪说：“通过学习《规则》，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业
务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进一步对监督执纪工
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坚持把所学的知识和日常工
作很好结合起来，把《规则》作为开展监督执纪工作
的‘牛鼻子’，使自己习惯在监督环境下工作，切实
把纪检部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问题导向，着
力防范、管控监督执纪风险。”

据悉，该部门将把学习作为一种常态，坚持在
日常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切实提升工作水
平和能力。 （徐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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