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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瑰打造绩优长跑基

工银瑞信“五星”女神实力出众
截至 3 月 3 日，在公募基金的

2000多名基金经理中，女性基金经
理已达 540人，占比约 1/4，也不乏
实力不输须眉的优秀女性基金经
理。如银行系旗舰公司工银瑞信
基金，就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女将，
其中既有权益投资女将如工银文
体产业袁芳、工银前沿医疗赵蓓、
工银物流产业张宇帆，也有固收投
资女将如工银产业债何秀红、工银
双利债券魏欣，凭着持续优胜的投
资业绩，她们所管理的产品齐齐获
得五星评级。

巴菲特认为，女性是天生的

投资者。首先，女性用更多的时
间研究市场；第二，女性交易频数
更少，减少了交易中的损失。第
三，从性格方面看，女性风险偏好
更低，而男人更愿意冒险。以工
银瑞信的五星女神基金经理为
例，她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高专
精”投研人才，“专业范”迷人。她
们专业底蕴深厚，在投资中都有
着较高的风险控制意识，基金回
撤管理优秀，是优秀的长跑型选
手，且风采各异，有人在权益类领
域大展身手，有人在固收领域长
袖善舞。

◎基金动态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
为积极引导和推动南昌市预拌

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工作，
及时了解掌握和协调解决全行业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现
实困难和问题，指导企业用好相关
政策，南昌市散预办印发了《关于对
全市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
业开展疫情防控督查和复工复产指
导服务工作的通知》，成立了南昌市
散预办疫情防控督查和复工复产指
导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三个督
查小组深入市城区预拌混凝土、预
拌砂浆生产企业开展疫情防控督查
和复工复产指导服务工作，建立了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台
帐，认真、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
企业有序、有责复工复产。

近日，南昌市工信局副局长刘
劲松携南昌市散预部门相关人员在
江西省中邦建设有限公司、南昌大
凤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等地督查企
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要求
全市“双预”企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在属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领导下，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和防控措施，积极有序
开展复工复产，做到两手抓、两手
硬、两手赢。

倡导公益捐赠体现企业担当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此前，在

积极组织和实施全行业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南昌市散预办于 1 月
31 日向全市散预行业各企业发出
了《致全市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
企业抗击疫情倡议书》，号召各企
业“对已确诊的员工及家属要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心精
神，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

慰问；对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参与
全市公益捐赠捐款，奉献爱心力
量，展现南昌市散预行业的责任担
当”。

倡议发出后，引起全行业热烈
反响，积极响应，企业家们仁者爱
人、大爱无疆，以企业报国、舍我其
谁的责任担当，克服企业自身的发
展困难，通过远程办公方式，纷纷捐
款捐物。截止目前，已有江西联盈
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招贤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江西中路混凝土集团公
司、江兴混凝土公司等 30家企业和
个人参与了捐赠，捐赠资金累计
489.26万元、口罩10600只。南昌市
散预办及时做好企业捐赠统计工
作，制订了《南昌市“双预”企业疫情
防控捐赠捐款统计表》，并根据企业
捐赠情况及时更新《统计表》信息。

严抓疫情防控确保职工安全

据了解，南昌市散预行业各企
业严格按照《南昌市散装水泥和预
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方案》要求，制定了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

通过张贴疫情防控宣传标语，
设置疫情防控知识专栏，加强对企
业员工疫情防治知识宣传普及，积
极引导企业员工正确理解、积极配
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坚持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教育和引导企业员工
自觉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自我
防护能力；若出现发热、咳嗽和其他
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烧
不退的，及时劝其到指定医疗机构
就诊，配合治疗，严守隔离观察有关
规定；协助做好舆论引导，从正规官
方渠道获取疫情信息，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积极释疑解惑，消除员

工恐惧心理，切实做到稳定情绪、凝
聚人心。每一家企业都在进出入大
门设置了专门检查登记处，进出人
员必须实名登记、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打卡进入，严格把好企业员工生
命健康安全大门，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担责、守土尽责。

指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据介绍，为积极引导和推动南
昌市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
业加快有序复工复产进度，了解掌
握和协调解决行业在复工复产过
程中遇到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此前
南昌市工信局会同市城乡建设局
召集市信息造价站、赣昌砂石公
司、市县（区）散预办以及全市 16
家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代表
召开了“全市散预行业强化疫情防
控和推进复工复产工作调度会”，
广泛听取了与会企业代表关于当
前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复工
复产工作安排情况的汇报，就企业
普遍反映的影响复工复产的原因
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解
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在此基础上，南昌市工信局和
南昌市城乡建设局还联合印发了

《关于全市散装水泥行业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的通知》，对统筹推进全市散预行业
强化疫情防控和推进复工复产作出
了全面安排和布署。要求全市散预
行业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市关于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各
项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各项工作，进一步强化疫情防
控措施，积极有序加快复工复产，及
时保障预拌混凝土供应，确保南昌
市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民生建
设项目顺利推进。

南昌工信部门：

严防死守抓防控 指导服务助复工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南昌市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以
下，简称南昌市散预办）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文件，适时召开全市散
预行业强化疫情防控和推进复工复产工作调度会，指导全市散预
行业认真落实省市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统筹推进全市散预行业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彭红林记者 毕庆雯文/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九江
海关在扎实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
同时，千方百计支持服务辖区企业
纾困解难，促进九江市外贸稳定发
展。3月19日，九江市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市政府新闻办在市政府
新闻发布厅举行第 11场新闻发布
会，九江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柳
春华介绍了保障疫情防控物资快
速通关、服务辖区企业复工复产和
出台“十百千万”计划促进外贸稳
增长等工作情况。

防疫物资通关“零延时”
疫情防控期间，九江海关专门

设立疫情防控物资专门受理窗口，
确保防疫物资通关从快从简、即到
即提。

对进口疫情防控相关的药品、
消毒物品、防护用品、医疗器械等

物资，灵活采用“两步申报”“提前
申报”“担保放行”等通关作业模
式，做到即到即提、快速验放。

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
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消费税，除加快通关速度外，
应急通关流程也被同步简化，紧急
情况下可先登记放行后补相关手
续。2 月 6 日，九江海关在首批境
外捐赠疫情防控物资手续不齐全
的情况下，紧急协调首都机场海关
开通绿色通道，为从捷克运来的
75400 只医用外科口罩、1060 只
N95 口罩采取先登记放行后补办
手续的方式办理通关，确保了这批
疫情防控物资以最快速度送达九
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截至目前，九江海关已通过特
事特办或紧急协调方式完成 7 批

次疫情防控物资快速通关。

把脉企业需求“点对点”

九江海关建立关企联络员机
制和“一企一策”工作台账，及时了
解掌握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的特殊
需求，提供“一对一”管家式服务，
回应和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困
难。如根据企业诉求，九江海关
为 TCL 空调九江公司提供“一对
一”全流程贴身服务，量体裁衣制
定通关方案，助力这家世界 500 强
企业在江西实现外贸“零突破”，

“江西制造”顺利首发全球。快速
为中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九江分
公司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备案，
解决了这家辖区重点企业急用于
复工复产的价值 2000 多万美元的
进口原油通关难题，解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杨院 王新贵）

疫情防控、服务纾困两不误

九江海关千方百计促外贸稳增长

3月 10日，鹰潭华宝香精有限
公司申报进口的两批货物，被口岸
查验。鹰潭海关获悉后立即与口
岸海关联系，及时为企业安排查
验，极大缩短了通关时间，为企业
复工复产及时提供原材料。

鹰潭海关综合业务科负责人
介绍，该关实行预约通关机制，全
天候提供通关服务。将电话调研

与网络调研相结合，“零距离”“零
接触”加强与辖区 36 家重点外贸
企业的沟通联系，实时掌握企业生
产现状及经营困难。同时，积极开
展“两步申报”“两段准入”等海关
业务改革，“一对一”引导重点企业
凭提单概要申报提货，进一步缩短
了货物提取时间，受到了辖区企业
的广泛好评。

疫情当前，为更好帮助企业
渡 过 难 关 ，鹰 潭 海 关 大 力 实 施

“十百千万”服务计划，全力支持
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推动该市开
放型经济逆势增长。今年前 2
月 ，鹰 潭 市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55.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3%，
居全省第三。

（李丽环刘恋）

前2月鹰潭外贸逆势增长

到2020年底江西形成
30所左右省级特色普通高中
记者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近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

《实施意见》主要从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
动多样特色办学、深化考试招生改
革、强化办学条件保障等五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任务。积极推广应用
优秀教学成果，加快建设在线课
堂、创客教室、虚拟现实（VR）教室
等智能学习空间。

在推动多样特色办学方面，实

施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工程。到
2020 年底，全省形成 30 所左右省
级特色普通高中。

在深化考试招生改革方面，进
一步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
建立全省统一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管理系统，统一评价档案样式。

进一步健全分类考试、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机制。

在强化办学条件保障方面，坚
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普
通高中建设资金，不断改善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条件。

（记者杨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