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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中医医院脑病科
中西结合 对接国内先进技术

江西省级
临床重点
专 科

长期聘请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坐诊，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
专科优势：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顽固性癫痫、脑

瘫、面瘫、脑卒中及中医康复、顽固性头痛技术领先。
地 址：九江市德化路555号（南院9楼）
健康热线：18970226667（宗主任） 登记号：49142061-536040011A2101

招商热线 8558165
黄金广告位 展尊贵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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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彩 开奖公告

友情提示：准确详情请登录江西福彩网（http://www.jxfczx.cn/）查询

热烈祝贺我市彩民
喜中福彩双色球

一等奖699万多元

九江配网2019年第41周停电预告
停电时间

10月09日
08:30-15：00

10月09日
08:30-15:30

10月09日
06:00-09:00

10月09日20：00
-10月10日10:00

停电用户

开发区（口岸2#公变)

濂溪区（怡溪苑1#、怡溪苑3#、怡溪苑4#、怡溪苑10#、怡溪苑
11#、怡溪苑12#、怡溪苑13#、怡溪苑14#、怡溪苑15#、怡溪苑

16#、怡溪苑17#、）

浔阳区（水木清华小区）

濂溪区（妙智安置小区1#、妙智安置小区2#、妙智安置小区3#、
妙智安置小区4#、妙智安置小区5#、映日荷花1#、映日荷花

2#、映日荷花3#、映日荷花4#）

备注：1、遇雨及特殊情况顺延，此停电公告是预通知，具体停电时间以检修日计划为准；2、临时
紧急停电工作由公司营销部与停电用户临时沟通；3、因负荷调整而进行的倒闸操作，考虑到停电时
间短不予通知；4、有关周、日停电预告，您可关注“国家电网九江供电”新浪微博和九江供电公司“电
保姆”微信订阅号查询，或关注九江新闻广播（FM90.0 97.5）07:20、11:30、18:20三个时段的停电播
报，或查询每周一《九江日报》和每日《浔阳晚报》查看停电信息（如有变动会及时更正）。

九江城区用电故障报修电话：8465511、8465512。

经濂溪区人民政府批准，九江市国土资源局濂溪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九江市濂溪区土地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 2019年 10月 09日至 2019年 11月 07日

登录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
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
11月07日16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
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
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者港币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别选择外币
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保
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
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专用账户（子账号）。该账户只
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受以现钞方式存入。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DGB2019021号地块：2019年10月29日

09时00分至2019年11月12日14时00分。
挂牌网址：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www.jxgtzyjy.gov.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

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
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

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
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
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确认其竞
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
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

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
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XP、Win7；浏览器请使用 IE8.0、
IE9.0、IE10，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
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江西CA官方网站下载，并正
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
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2-8256115 联系人：邹女士

九江市国土资源局濂溪区分局
2019年10月09日

序号

1

地块编号

DGB2019021

地块名称

庐山大道以东市财政局周边56.6754亩地块

地块面积

56.6754亩

土地用途

商业、住宅用地（商业20%）

容积率

FAR≥2.2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D≤30%

绿地率

GAR≥35%

出让年限

70

有无底价

无

起始价

350万元/亩

保证金（万元）

5951

濂溪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赣国土资网交地[2019]GB010号）

本报讯（黄安 姜正生 郭涛）国庆假
期，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干部职工仍坚
守工作岗位，开足马力抓生产促增效，以
优异的成绩向祖国70华诞献礼。

走进巨石九江公司车间只见一片忙
碌的景象。20万吨池窑拉丝生产线总控
制室，值班人员忙碌着查验数据、记录各个
关键生产环节的实况；检装车间机械手臂
上下翻飞；络纱车间机器轰鸣，忙碌的工人
正穿梭其间，心无旁骛地进行着每一道工
序。付艳林是络纱车间班长，她来公司已
有20余年，今年是她在车间度过的第10个
国庆。“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生产要24个
小时不间断，在节假日期间，我们也会和平
时一样，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付艳林说。

像付艳林一样坚守岗位的，还有拉丝、
检装等生产车间的工人。拉丝车间陈云楼
说：“虽然没有时间休假，但能用汗水和高
产纪录向祖国母亲献礼，我们感到特别有
意义！”陈云楼的话代表了该公司广大干部
职工的心声。生产过节两不误，不管是一
线生产车间，还是公用、机电、机修等辅助
车间，各个岗位上，到处都洋溢着节日大
干、向祖国母亲献礼的火热氛围，工人们将
精力投入到安全生产上，人车穿梭、机械轰
鸣，奏响了新时代工人特有的国庆交响曲。

由于玻璃纤维应用广泛，产品对生产
生活影响巨大，为确保市场供应，该公司各
单位每天早晚召开生产碰头会，深入掌握
和分析当天的生产动态、产品产量和工作
完成情况，做到当天产量清楚，次日产量牢
牢受控，为提高生产效益主动权打实基
础。公司在节日期间科学部署、周密安排，
不仅力保生产不间断，更从安全、质量、环
保管理上加大力度，安排专人进行日检，及
时排查、整改隐患，处理好细枝末节。

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立足本职勤奋工
作。最美劳动者用实际行动奋斗新时代，
用勤劳和汗水抒写对企业和祖国的热爱
之情。

国庆假期
他们用劳动向祖国献礼

实际上，被风筝线割伤的例子时有
发生。网上有消防人员做过实验，风筝
放飞，剥好的香蕉放在风筝线处，香蕉立
马断成两截。材料换成黄瓜、猪肉等，也
被割出很深的口子。风筝线伤人原理和
刀具伤人一样，面积小导致压强大。风
筝上天后，更可以产生数百磅的拉力，而
且线轴和风筝的距离越大，拉力就越强，

“杀伤力”也越大。
浔阳晚报记者提醒，市民带孩子放

风筝时，一定要避免人流量大的地方、交
通要道附近等，还要远离电力线路与机
场等区域。尽量选择空旷的场地，并使
用有明显颜色的风筝线，避开建筑物和

树木，风筝掉落了要及时捡走。儿童自
己放风筝，最好选择小型的风筝，使用棉
质风筝线。一旦出现不可控的状况时，
要及时将风筝线割断，并整理带走，防止
误伤行人。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附近有人
放风筝，一定要注意安全，骑车人最好放
慢车速，或者推行一段，行人也不要奔
跑，切勿从放风筝者正前方穿行。孩子
天性爱动，家长更要看护好。一旦身体
接触到风筝线，要迅速向反方向躲开，尽
量避免颈部、面部和手指接触。若不小
心被割伤出现流血，情况严重的应立即
就医。

风筝线威力很惊人

放风筝有益身体健康，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户
外活动，不仅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殊不知，开
心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国庆期间，
浔阳晚报记者在八里湖海韵沙滩看到，不少摊贩
在售卖风筝，空中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一名游
玩的市民告诉浔阳晚报记者，有个小男孩在放风
筝时，就不慎被风筝线划伤脸部。

□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刚/摄

有小孩被风筝线划伤
10月 4日下午，浔阳晚报记者来到

海韵沙滩，天空中几只五彩斑斓的风筝
正在飞舞。在海韵沙滩对面马路上，一
些商贩正在售卖风筝，不少游客正在询
问价格。一名商贩说，风筝定价在20元
至 50元之间，生意好时，每天最多能卖
出20多个。

放风筝虽然惬意，但安全隐患也不
容忽视。据了解，市面上销售的风筝线
多为尼龙材质，虽然直径不超过1毫米，
但韧性却非常强，颜色通常为白色或透
明，几乎无法用肉眼分辨，在阳光下更显
隐蔽，距离稍远一些便看不清。在放风
筝时，风筝线在拉力下紧绷，犹如悬在半
空的利刃，稍有不慎便会伤人。

浔阳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家
长只是在一旁看着孩子玩。被放上天的
风筝忽然坠落后，细长的风筝线很容易
勾住放风筝的小孩。还有的市民在放风

筝时，没有及时收拾拖在地上的风筝线，
过往行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线绊倒甚至
划伤。“我们放风筝也不懂什么技巧，有
时候会很长时间才能飞起来。一般我们
都是把风筝放飞之后就直接交给孩子。”
前来放风筝的李女士说。当问及有没有
考虑过把风筝交给孩子一不小心风筝线
会割伤孩子或他人时，李女士则表示没
有考虑太多。

市民方先生带着孩子们放风筝，手
中的线一收一放，他对放风筝十分熟
练。方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他平时
很喜欢放风筝，放风筝被风筝线割伤手
指也是常事。“上午我就看到有人放风筝
时，突然起了风，风筝从天空掉了下来，
风筝线划伤了一个小孩子的脸。虽然小
孩脸上的伤不是很严重，但也得引起很
多人的注意。”方先生说，他放风筝时担
心会伤到人，每次放都会特别小心。

孩子们正在放风筝孩子们正在放风筝。。

风筝线成“凶器”划伤男孩脸
提醒：放风筝时，要避免人流量大的地方及交通要道，远离电力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