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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区中国·中部国际物流商贸城 20 栋商住楼

已竣工验收备案，具备了交付条件，现再次通知未收

房业主前来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江西弘乾中茂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催 促 收 房 通 知

尊敬的会员：
我司因合同终止原因在赣州机场的贵宾

厅冠名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终止，所有会员
在赣州机场的贵宾厅服务已暂停。但您依然可
以享受我司在其它机场自营厅的免费休息权益
以及查询预订机票等相关服务，今后有关我司
售卡服务类的投诉，一律与赣州机场无关，由
此产生的影响、损失、纠纷均由我司负责，如有
疑问可致电服务热线：4008588666。

特此声明
天津龙行天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3日

声

明

●热线：0797-8222685
●地址：赣州市客家大道13号客家新闻网大院内

综合信息 ●本栏目信息不是发生经济关系之法律依据，请
需方认真考察后签订正式合同，产生后果责任自负。

遗 失 声 明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遗失在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年支行处预留的原财务专用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内容
为：“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上犹县金盆初中（3607240004425）”公章壹枚遗失，
声明作废。

▲于都恒鹏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温暑清的江西省增值
税普通发票壹份遗失，发票代码：136001627301，发票号码：
02047476，金额：256249元，声明作废。

▲“章贡区兰欧宾馆”公章壹枚遗失，声明作废。

工亡认定结果公示
杜樊锁，男，系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于

都翡翠城 A 地块项目劳务用工人员。2021 年 9 月 6 日早上

6点左右，杜樊锁在翡翠城A地块 15#楼至 16#楼之间工作，

由于 16#楼塔吊用料斗吊砂浆，料斗钢丝绳断了一根，倾斜

导致漏下砂浆，砸中杜樊锁。其他工人看见后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经现场抢救及送至于都县人民医院抢救无

效，杜樊锁于 2021年 9月 6日 7:55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心

跳骤停。

2021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向于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2021年 11月 19日，于都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于人社伤认字【2021】第 213 号《工伤
认定决定书》，认定杜樊锁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项规定，现予公示。公示期为 2021年 12月 3日
至 2021年 12月 18日，如有异议，请实名反映。

联系电话：0797-6335232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日广 告

上海￥310起

杭州￥310起

贵阳￥290起

南京￥360起

昆明￥390起

郑州￥310起

宁波￥280起

海口￥450起

成都￥590起

北京￥610起

南宁￥430起

重庆￥610起
注：具体航班价格请以电脑出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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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名医馆
看名专家

为创伤患者开辟“绿色通道”
——走进赣州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

□记者张惠婷 文/图

走进赣州市人民医院南院，门诊大楼顶
部悬挂着“赣州市创伤急救中心”九个大字。
这是全市唯一的省Ⅰ级创伤急救中心，以高
效优质的急救服务，为全市及周边地区的创
伤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驾护航。

“在我国，突发意外导致的创伤已成为继
心脑血管疾病等之后的第二大死亡原因。”近
日，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常务副主任兼
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涂家金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创伤患者往往病情重、发展快、并
发症多。基于此，2019年10月，市人民医院
成立了全市首个创伤急救中心。该中心集综
合调度和多学科联动于一体，将全市各地二
级医院纳入创伤急救网络，建立完善的创伤
救治流程，最大限度地缩短院前急救、院内救
治反应时间，提高创伤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6 月 15 日，一架救援直升机平稳降落
在市人民医院南院的停机坪上，机上搭载
一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仅 40分钟，
患者即从 160 公里外的宁都转运至该院，
接受创伤急救中心的紧急救治。作为全市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航空医疗救护基地，市
人民医院依托创伤急救中心的救治力量，
形成空地一体的医疗救护体系，为许多患
者赢得了创伤救治的“黄金一小时”。

33 岁的患者梁某不慎从 16 米高处坠
落，被紧急送往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
心。该中心立即评估病情，给予对症治

疗。患者为双柱型髋臼骨折，损伤大、治
疗复杂、预后差。在该中心执行主任、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教授杨运平的指导
下，中心创伤骨科团队为患者制定了严密

的手术方案，创新采用单纯前侧入路切开
复位内固定手术。该技术在国内处于领
先水平，降低了股骨头坏死、异位骨化发
生率，减少了对髂血管和神经的损伤。术

后患者即可坐立，还能活动髋关节。
作为赣州市创伤外科区域医疗中心，

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设有烧伤整形
与创面修复病区、创伤骨科两个病区，有
创伤骨科、烧伤整形、颅脑创伤和腹部创
伤、急腹症四个专业组，可广泛开展各类
创伤急救临床技术，包括骨搬运、肢体延
长术、断指（肢）再植术、手功能再造术、皮
肤牵张技术、皮瓣移植术等，烧伤整形治
疗水平省内先进，特重度烧伤患者救治成
功率在省内地市级医院中名列前茅。中
心还与省内外大型三甲医院建立专科联
盟和双向协作机制，不断提升救治能力。

“感谢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的医护
人员，像自家亲人一样照顾我。是你们的不
离不弃，救回我一条命。”患者李某某说，在该
中心60余天的治疗，是他刻骨铭心的经历。

今年5月，李某某因家中煤气泄漏起火
导致全身多处烧伤，伤后一周病情危重，转
入该中心治疗。涂家金主任立即组织全中
心讨论，认为患者属于烧伤创面脓毒症合并

多器官功能障碍，此病在全国的救治成功率
很低，进一步发展将导致多器官衰竭而死
亡。中心烧伤整形团队给予科学治疗后，患
者依然出现凝血功能障碍、消化道大出血、
少尿、无尿、心功能减退等脏器功能障碍，意
味着接下来的救治机会很渺茫，且花费巨
大。家属得知病情后，欲放弃治疗。两难之
下，中心决定以抢救生命为首要任务，联合
多学科开展会诊，为患者制定精细的治疗方
案。其间，经管医师、护士随叫随叫，连续加
班加点，悉心治疗护理。经涂家金主任多方
争取，患者成功纳入大病救助补助范围，报
销医疗费用近 30万元。在大家的努力下，
患者全身脏器功能恢复正常，痊愈出院。

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担当，
市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对需要紧急救治的
创伤患者，实施“先救治、后付费”。针对涉及
多个学科的严重多发伤及创伤急危重症，充
分发挥学科间的优势互补作用，实施整体性
救治措施，保障患者得到高质量精准治疗。

目前，中心开放床位 73张，形成急诊、
抢救及手术三位一体的专业化医疗队伍，
拥有医生 23人，护理人员 2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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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丑牛年到来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发扬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
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
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
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这是百年大党再次踏上新征程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提出的殷切期
望，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三
牛”精神，团结奋进，在变局中开创新局。

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
务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们
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必须
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其中的
一件大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习
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东营市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发人深省。

从“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
农”的苏区干部，到“为人民利益而死”
的张思德，再到雷锋、焦裕禄、孔繁森、
廖俊波……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
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笃行在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大道上，永怀公仆情、

甘为孺子牛！
在有着“湖南屋脊”之称的壶瓶山

上，一条高悬于山巅的 19公里“天路”在
云雾中若隐若现。

2016 年以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天路扶贫队长”张忠富不知道在这条路
上走了多少次。这个从湖南常德石门县
文旅广体局到金河村驻村帮扶的干部，
走破了好几双鞋、写满了十多本民情日
记，带领村民修通了这条走向山外的“天
路”，又把泥巴路“升级”成水泥路。

“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让我们看到了
希望，我们需要他继续留下来。”金河村脱
贫后不久，石门县委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留
人”申请，上面按着村民76个鲜红的手印。

这满是鲜红印记的恳请，饱含人民
对党的信任，让张忠富热泪长流。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彰显着中国
共产党服务人民的最根本底色。

“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孺子牛的精神内涵。”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曾毅
说，从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写入党章，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再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坚持人民至上”
的历史经验总结，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创新发展：开拓进取“拓荒牛”

多年来，深圳市委门前的《开荒牛》
铜雕吸引着人们参观、拍照。它致敬着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创造“深圳奇迹”的
拓荒者、闯关者、先行者。

埋头奋蹄，一往无前，是共产党人开
拓进取的姿态！

东北大地，寒风凛冽。60 米高的野
外井架上，“钢铁 1205 队”的队旗迎风飘
扬。大庆油田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1205 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钻井

“铁军”，新的“战场”是易塌、易漏、易井
喷的页岩油井。钻井队长张晶紧盯着钻
井进度，全体队员开足马力，迎风作战。

“宁肯少活 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60多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新
中国建设者从一穷二白起步，以筚路蓝缕、
开拓进取精神创造了大庆油田、中国一汽、
红旗渠、“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成就。

包产到户点燃“星星之火”，兴办经济
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解放思想迈向“科
学的春天”……拓荒牛精神在改革开放的
春潮中赓续，成就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

今朝，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前
进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惟改革者进，
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拓荒牛精神，张扬着新时代勇闯改
革“无人区”的豪情——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扬帆远航……“拓荒牛”

开辟出一方方沃土，拓展出一片片天地。

艰苦奋斗：不负韶华“老黄牛”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里，一面长
60 米、琉璃材质的荣誉墙，镌刻着 4000
多名建设者的名字。

“每个人都了不起！”
每一个亮眼成绩，源自党带领亿万

人民的艰苦奋斗。由此凝结的吃苦耐
劳、默默奉献精神，写满神州大地——

凌晨 5 点半，山野无声。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制冰队副队长朱永涛穿着冲
锋衣，脚踩冰爪，手握修冰刀，迎着零下
20 摄氏度的山风，紧贴着冰面，把赛道
平整度和光滑度手工打磨至最佳状态。

100 多天以来，朱永涛每天累计养
护的制冰面积超过 280万平方米。

老黄牛精神，贵在夙兴夜寐、水滴石
穿的实干品质和坚韧意志——

创造“荒原变林海”人间奇迹的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让10多万山区人民摆脱贫困
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甘洒热血
捍卫祖国领土的一个个边疆卫士……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是我们
党人民至上、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等光
荣传统的生动表达。”曾毅说，“三牛”精
神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共产党
人为民、进取、奋斗的形象更加贴近人
心、打动人心；“三牛”精神与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各种精神一脉相承，
具有“穿透时空的持久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不等扬鞭自奋蹄
——“三牛”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屈婷 陈聪 袁汝婷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上接 1 版）扎实推进交通安全宣讲进农村、进企
业、进学校、进社区、进驾校，进一步提升引导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营造交通安全全社会关注、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

梁桂强调，当前正值岁末年初，道路交通安
全防控压力加大。要切实把握规律特点，采取
针对性举措，作出针对性部署，紧盯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重点人、重点车、重点路、重点违法
行为，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动员社会各方
面的资源和力量，扎实做好防风险、除隐患、保
安全各项工作，牢牢守住群众出行生命安全线，
着力提升公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

牢牢守住群众出行
生命安全线

近日，一些国家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奥密克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需要
关注”的变异毒株，要求各国加强监测与
测序工作。截至目前，我国除香港地区
外，其他省市尚未发现该变异株的输入。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
专家研判认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控策略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
有效。研究人员正在密切跟踪分析其传
播风险，以及对现有疫苗和药物的影响。

新变异株有多大威胁？

禁飞航班、限制旅行、封锁国境……
多个此前已放松管控的国家，为奥密克
戎变异株又升级了防疫措施。

新变异株有哪些新特点？会产生多
大威胁？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

长许文波介绍，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时具有
前 4个“需要关注”的变异株一些重要氨
基酸突变位点，包括细胞受体亲和力、病
毒复制能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强的位点。

同时，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监测数据
显示，在首先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南
非，该变异株病例数在较短时间内激
增，部分取代德尔塔变异株。

“这提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潜在传
播力明显增强。”许文波说，不过截至目
前，全球尚无该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和
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
预计还需要数周时间来做进一步研判。

新冠病毒如何防控应对？

“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突变频率在
百万分之三左右，出现新变异株是正常
现象。”钱朝晖说。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新冠病毒不断
变异，但变异株仍是新冠病毒，总体来
说不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大规模接种疫苗，被科学界公认为
是降低新冠病毒变异速度、最终结束疫
情大流行的有力手段。此前，世界卫生
组织曾警告，疫苗分配不平等现象持续
时间越长，病毒传播范围就会越大，病
毒出现更多变种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虽然新型变异株的凶险程度不明，
但我国始终毫不放松、科学精准实施一
整套防控策略和措施，以确保巩固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戴口罩仍
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对于奥密
克戎变异株同样适用。此外，还要勤洗
手、做好室内通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并减少非必要出入境。

应对境外输入的德尔塔变异株时，我
国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有效控
制了疫情。这个过程中，总结了不少防控经
验，可以同样用来“对付”奥密克戎变异株。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总结，这些经验
包括：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提升疫情
防范和早发现能力；发生疫情后，充分利
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 24 小时处置时
间，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的基
础上，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
在疫情没有扩散之前，或者感染者还不
具备传播能力之前，把密接者、次密接者
找到，把可能的感染者提前管控住……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一
切防控举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国
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强调，现阶段我
们仍将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奥密克戎新变异株风险多大？如何做好防控？
□新华社记者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