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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动 抗洪救灾

说到麻风病，许多人都会望而生畏。可
是曾荣获 199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 年度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国家

“九·五”攻关课题《鄱阳湖区血吸虫病易感
地带系列研究》的获奖者之一，在血吸虫病
防治研究事业正值上升期的省寄生虫病防
治研究所麻风病防治科科长王腊梅，于1996
年 4 月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麻风病防治行
列。7月11日，记者采访了王腊梅。对自己
当初的职业选择，王腊梅回答说：“组织需
要，我就得干好！”她把守护麻风病防治事业
作为她一生的梦想。对于自己的选择，王腊
梅说，这是一种使命。

王腊梅自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以来，对
待麻风病人和家属做到了耐心细致，急病人
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处处以爱心待人。

从2005年开始，我省开展麻风畸残矫治
手术项目。此后的每一年，王腊梅均会参与
病例筛查或赶到手术现场，为畸残者做术前
健康教育、问卷资料登记、拍照，术后接应、
安排护理、强调注意事项等琐碎的事情。
如：吉安市青原区的王某某，右足底复杂性
溃疡多年，在一次手术病例筛查中，王腊梅
发现该病人的足底溃疡已经有癌变趋势，符

合截肢的适应征，但王某某说什么也不肯做
手术，了解到王某某的妻子和小儿子都是残
疾人，大儿子上高中时由于事故导致全身高
位截瘫，家庭生活困难且术后无人护理等问
题后，王腊梅为他联系了当地民政、卫生等
部门，申请了特困补助，请了专职护理，王某
某解决了后顾之忧后，终于接受了手术。此
后数年，王某某成了王腊梅个人的精准帮扶
对象。

在消除麻风病危害工作中，王腊梅始终
坚持为防治人员着想。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省为有效控制
麻风病的流行，在远离城镇、村庄的深山、峡
谷中建立麻风隔离收容所等。因特殊的工
作性质，全省麻防骨干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麻
风病防治事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此牺
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耽误了对子女的教
育培养。

为了不让这些麻防骨干吃亏，王腊梅十
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为他们争取各类培训、
进修机会，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跟上
业务发展的步伐，申报各种课题、合作项目，
带领他们开展课题研究，有计划、分步骤地
将他们推选为“马海德奖”候选人、全国麻防

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并成功获奖表彰。
在 30 多年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始

终坚定、执著地把身边的每一桩事做好、做
细、做实，成为王腊梅的追求。

王腊梅在麻防科工作期间，开发了全国
首个计算机《麻风病疫情监测数据库管理系
统》软件，对全省 1.8万例病人累计 5万余份
个案表格信息进行了整理、信息补录。2009
年 6 月，为配合国家网络版《全国麻风病防
治管理信息系统》（即“LEPMIS”）的开发，她
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LEPMIS 软件需求说
明书》，为系统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承
担了全国 50 万条患者记录的数据转换任
务，还帮助全国各省进行疫情数据资料整
理，将其导入 LEPMIS 中，参与历年 LEPMIS

开发需求讨论。
分内勤于干，分外乐助人，对于他人的

求助，王腊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计较得
失。作为学科带头人，她谋划开展全省“我
为麻防献青春”演讲比赛、麻防技能比武、

“麻防文化”建设、学术论文征集评选、麻防
机构“医联体”建设、“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慰问宣传等活动，虽然我省无省级皮肤病
专业防治机构，但她创新工作方法和举措，
诸多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成效也走在全
国前列，贡献了麻风病防治的“江西方
案”。作为省内专家，她每年受邀参加全国
专家会议，主导或参与研究、讨论、制定全
国麻风病防治的策略与措施，贡献了“江西
智慧”。

在麻风病防治中贡献“江西方案”
——记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麻风病防治科科长王腊梅

本报记者 钟端浪 实习生 龚子樱

本报讯（记者骆辉）7月11
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第二
批次省级重点高中投档分数线，
统招最低录取分数线为538分。

其中，豫章中学 598分、八
一中学 587 分、洪都中学 558
分、实验中学 573分、南昌十七
中 562 分、南昌师范学院附中

551分、南昌十五中二中班 577
分、南昌十五中 538分、南昌现
代外国语学校指导性分数线
538 分。招收特长班（生）的高
中学校按各校特长班（生）招生
方案，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报
考特长班（生）考生的专业加试
成绩单独划线录取。

南昌第二批省级重点高中投档线划定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 实
习生熊昊文）“去年这个时候，
我刚高考完，取得还算不错的
成绩。可贫困却成了我通往
大学的‘拦路虎’。幸运的是，
各级工会没有忘记我。不仅
发放助学金，还让我去井冈山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7 月
10日，在南昌举行的2019江西
省总工会“金秋助学 铸魂圆
梦”暨千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
童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受助大
学生代表、国防科技大学学生
邓珞俊激动地说。

暑假期间，千名农民工家

庭留守儿童将分批赴南昌、井
冈山等地参加夏令营，活动主
题涉及红色传承、亲情互动、
励志教育、健康科普等。

据了解，我省工会“金秋
助学”活动已连续开展了 23
年，共筹措助学资金 6.2 亿元，
资助困难职工（含农民工）子
女 38.5 万人次。2018 年，省总
工会创新开展了“金秋助学
铸魂圆梦”活动，让 1000 名当
年考入大学的困难职工（含农
民工）家庭子女在获得经济资
助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培训。

千名留守儿童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 （记者骆辉）7 月
10 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发布
提示，重申城区民办高中学校
招生录取相关政策。

高中学校实行民办学校和
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民办高中
学校招生计划完成后，网上招
生录取平台立即关闭。民办高
中学校须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招
生，严禁招收其他学校已录取
并报到的学生；不得违规挖抢
生源，不得对考生进行违规承
诺；对于擅自违规招收的学生
一律不予办理录取投档手续、
不予办理学籍、不予办理中等
学校招生考试和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考籍；未经招生录取
平台预录的学生，民办学校一

律不得提前为其办理缴费。经
民办高中学校录取且报到的学
生，不再按其估分填报的中考
志愿录取；公办高中学校录取
且报到的学生，不具备选择民
办学校申请报名资格。

记者了解到，非南昌市城区
初中毕业生要求就读民办高中
的，须提供考生准考证、当地县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中考
成绩证明和网上查分方式以及
户籍材料，到有关民办高中学校
登记后，由民办高中学校统一报
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审核材料，按
规定办理录取。按照省教育厅
和省教育考试院有关招生录取
工作规定，民办高中学校不得招
收外地市已经正式录取的考生。

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

民办高中不得违规招生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记
者 7 月 8 日获悉，在自愿申报、
省级推荐、第三方评审的基础
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同意
110 个单位创建第二批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我省
南昌新建区、九江彭泽县、萍乡
芦溪县和赣州崇义县四个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入选。

据了解，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旨在充分发
挥创建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
荣。各地将以示范园为重点，在
不改变资金用途和管理要求的
基础上，统筹利用各项涉农资金
支持示范园符合条件的项目建
设。支持符合条件的示范园入
园企业优先申报发行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专项企业债券，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示
范园及入园优质企业予以必要
的信贷支持。

四园区入选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本报讯 （记者卞晔 实习生郭英琦）7
月 11日，记者从全省防汛救灾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当前我省防汛抗旱形势依然
严峻，集中降雨仍将发生，鄱阳湖将较长时
间超警戒水位；后期可能有台风严重影响
我省，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阶段性干旱。

江西是今年全国最早入汛的省份，体
现出暴雨强、笼罩面积大，超警多、河湖水
位高，灾情重、受灾范围广的特点。省防
指、省减灾委立足防早汛、防大汛，不断健
全体制机制，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主
动对接、深度融合，合力抓好防汛救灾各
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灾害

损失。
今年6月以来，全省平均降雨量504毫

米，比多年均值偏多54%，其中萍乡、吉安、
新余等市偏多 1 倍以上，排历史同期第一
位。全省有 47 条河流 80 站 122 次发生超
警戒洪水，鄱阳湖星子站 7 月 11 日 8 时水
位达19.39米，超过警戒水位0.39米。

截至 7 月 10 日 17 时，我省 11 个设区
市 99 个县（市、区）共 707 万人受灾，因灾
死亡 22 人（溺水 6 人、滑坡掩埋 1 人、触电
1 人、房屋倒塌 5 人、雷击 9 人），紧急转移
安置 59.4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33.9 万
人，农作物受灾 469.3 千公顷，绝收 71.9 千

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58.5亿元。
面对严峻汛情灾情，6 月 9 日，应急管

理部对我省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
响应，近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又对江
西启动了防汛和救灾四级响应。针对 6月
上中旬灾情，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迅速安
排我省救灾资金3.5亿元，并第一时间向我
省调拨了 32000 床（张、顶）棉被（折叠床、
帐篷）。

目前，我省已向抚州、萍乡、宜春下拨
帐篷1100顶、折叠床5500张、竹席5500床、
棉被 3500床等一批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
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及时推动灾后

重建。
面对灾情，我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放在首位。相关部门及时发布暴雨、
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动态预警信息，并通
过山洪灾害预警广播、发送预警短信等形
式有效传递，为群众提前转移赢得宝贵时
间，科学指导近 60万名危险区群众紧急转
移避险。

此外，省防指提前部署，利用水库调
蓄洪水、腾库迎洪，充分发挥水库拦洪、
削峰、错峰作用，减轻了下游地区防洪压
力和灾害损失，充分发挥了工程综合减
灾效益。

我省全力抓好防汛救灾工作
预计鄱阳湖将较长时间超警戒水位

本报讯 （记者游静 实习生陈小凤）7
月11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我省迎来
新一轮强降水过程。12 日至 14 日，我省
中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过程，15 日
赣北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

根据预测，12 日至 17 日，此轮强降

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北部地区，并伴
有 雷 电 ，局 部 可 能 有 8 级 以 上 雷 雨 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将对高山景区游览、
户 外 劳 作 和 交 通 运 输 等 造 成 不 利 影
响。

气象部门提醒，前期降水异常偏多，

江河湖库水位高，此轮强降雨区与前期
强降雨区有所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的风险增大，
要继续做好洪涝及次生灾害的防御。要
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抓住无雨时段抢收
早稻和防治病虫害。

湘东部门合力救灾
本报萍乡讯（记者刘启红）自7月6日

晚间以来，湘东区迎来连续的强降雨。面
对突袭而来的暴雨，该区各有关单位立即响
应，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按照汛前检查、
汛中巡查、汛后排查的要求，及时传达雨情、
水情信息，发送预警信息214条。该区还采
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的方法进行隐患
排查和抢险救灾工作，抢通、修复水毁塌方
路段，转移受灾群众。湘东公路分局、供电
公司等闻“汛”而动，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余干群齐心协力
本报新余讯 （记者曹耘 通讯员张文

耀、倪菁）7 月 7 日至 9 日，新余市普降暴
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导致城区出现
内涝，农村农田被淹，部分地方出现山体
滑坡等灾情。该市各县（区）各部门迅速
行动，全力以赴应对暴雨天气，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渝水区17个乡镇（办）不同程度受灾，
据初步统计，受灾人口 13 万余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 9 万余亩，直接经济损失近 3000
万元。灾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受灾乡镇，
指导救灾工作。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
主动作为，齐心合力抗击洪灾，6878 名受
灾群众被安全转移并得到妥善安置。

我省中北部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

进贤成功处置险情
本报进贤讯（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王

超）7月8日10时49分，抚河进贤县架桥镇
段徐家埠监测点水位到达警戒线。2个小
时前，该镇就已接到上级通知，提前启动了
防汛应急预案，在保障防汛物资到位的同
时，加强河堤巡查力度，确保每公里河堤上
有不少于6人巡查。截至7月9日6时，巡堤
人员共发现并成功上报处置了4处险情。

吉安确保平安度汛
本报吉安讯（记者李歆）连日来，吉安

市境内普降暴雨，7 月 5 日至 8 日，全市平
均降雨量 132毫米，最大为峡江县 226.7毫
米，部分乡镇受灾。

暴雨过程中，吉水县积极做好群众提
前转移工作，加强水库及山洪地质灾害点
巡查。峡江县积极抢修水毁工程，并组织
3个检查组赴乡镇检查水利工程运行情况
和水库险情整改情况。永新县要求全县
24个乡镇防汛办加强值班值守，所有防汛
责任人要到岗到位。

7月11日，南昌市湾里区行政服务中心，市民在全科类综合受理
窗口办理业务。该中心试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新模式，减少群众跑
动次数，缩短办事等候时间。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
2019 年，南昌海关以原产地证
书为抓手，持续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优质产能和装备
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
场。今年上半年，南昌海关共
为辖区出口企业签发各类原产
地证书 28079份，签证金额 130
亿元，累计为企业减免进口国
关税 10.45 亿元。其中，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发
各类原产地证书 19514 份，签
证金额 123 亿元，为企业减免
进口国关税近8亿元。

做好信息服务。为辖区内
重点培育企业、过剩优质产能
企业和小微企业“量身定制”帮
扶措施，针对企业的出口产品、
出口方向和业务能力制订个性
化帮扶方案，提供精细化专业
指导。在今年退证风险较高的
形势下，及时收集和通报东盟

国家有关原产地证的技术贸易
措施和国外海关原产地证退证
原因分析，帮助企业及时调整
产品技术和出口计划，规避退
证风险。

实行清单管理。根据出口
产品特点和国外海关退证查询
情况，制订“敏感产品清单”，对
清单外产品实施“即报即签”，
对清单内加强签证核查，做到
分类管理、风险可控，提高签证
效率。同时，将原产地调查纳
入“多查合一”，在提升“双随
机”监管效能的同时减少企业
成本。

推行自助打印。实现申请
“零跑腿”、签证“零见面”，让企
业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出口原产
地证书，极大地节约了企业的
时间和人力成本。截至目前，
辖区内出口企业使用原产地自
助打印系统打印原产地证书
1765份，签证金额7亿余元。

原产地证书含金量高

上半年我省为企业减免关税逾十亿元

7月9日，消防救援队员用橡皮艇紧急转移宜春市原造纸厂被困居民。当日，宜春普降暴雨，城区多处内涝，宜
春市、袁州区迅速组织力量转移受灾群众。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7月7日至9日，黎川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雷暴雨天气，导致
黎川电网4条10千伏线路受损，5130用户用电中断。供电公司
迅速反应，组织人员参与抢修保障供电。 通讯员 鲁 璨摄

7月11日，南昌县蒋巷镇组织人员对赣江中支蒋巷镇段一
涵管破裂处进行加固作业。7月10日，该涵管破裂，洪水往堤外
渗出，经过连夜抢险，渗水处当晚被堵住。 本报记者 范志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