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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278名“精锐之师”奔赴新战场

重症病房里的“定海神针”
记江西援鄂国家医疗队队长、南大二附医院副院长徐建军

“ 我 们
是一家人，
你们是我的

战士，更是我的孩
子。我们一起加油，一定打赢这场战争！”
2月14日，南昌大学二附院抗击新冠肺炎
援武汉国家医疗队队长、南昌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副院长徐建军在工作布置会的一
席话，令在场队员们都湿了眼眶。

1963 年出生的徐建军，1984 年参加
工作，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江西
省政府特殊津贴。

亲切和蔼的徐建军在医疗卫生事业中
踏实勤勉地奋斗了36年，如今，他又征战在
了抗击新冠肺炎的沙场上。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
要我的地方去。”

“作为队长，我必须把大家平安健康
地带回家！”2月13日，在南昌大学二附院
抗击新冠肺炎援助湖北国家医疗队队长、
南昌大学二附院副院长徐建军的带领下，

由 137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顺利抵达武汉。

到武汉后，徐建军一刻也没有松过劲，
始终把重任扛在自己肩上。医疗队确立了
每周大查房制度，徐建军每一周都会带领
各医疗组和护理组组长进行大查房，对于
疑难危重患者进行详细讨论，针对危重病
人进行“一人一策”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肿瘤中心Z15病房里，徐建军就像是患
者的“守护神”，总是隔不了多久就要亲自
去和看看患者，和他们“聊聊天”，给患者
加油鼓劲，患者每每看到徐队长在场就信
心倍增。

队伍中有一位南昌大学二附院麻醉
科的副主任华福洲，他有一项专利，是一
个呼吸装置。到前线后，华福洲发现这个
专利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中有应用可
能，他便立刻向徐建军和副队长王恺提出
了这个想法，而且立马获得了他们的大力
支持。在徐建军和二附院后勤团队的快
速反映与及时协调下，第二天下午，100套

货物就运送到了医疗队武汉驻地。从提
出想法，到请示协调，到货物接收，全程不
超过15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款专利

“神器”确实大有助益，2月28日中央电视
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2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重症病区迎来了
首例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该患者由南昌大学二附院抗击新冠肺炎
援武汉国家医疗队收治，是国家卫健委派
驻的来自四川、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
省市的10个国家医疗队中首个治愈出院
的危重患者！这一例危重患者的成功治
愈出院在整个武汉协和医院及10支国家
医疗队中引起了强烈轰动，极大地鼓舞了
全体医务人员的士气和干劲。这一天，徐
建军为患者送上了鲜花，庆祝他们顺利出
院。他说：“患者顺利康复对我们来说真
的是最大的鼓励和褒奖，这是我们医疗队
全体队员勠力同心的结果，是医患团结配
合的结果！”

（吴竺静记者杨晓林）

“253145、253146、253147……”18日，在联合益
康（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电子监
控屏上的口罩片数以飞快速度“蹦跳”，几位身着防
菌服的工人正在不同产线带上做工。这家位于北
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原本以生产
食品测试剂为主业，应疫情需求，在政府支持下新
开了口罩生产线，而国内第一台高速口罩生产设备
也在此投入，每分钟400-600只口罩、日产量50万
只以上的生产力，让北京的口罩生产力大大提升。
据悉，该公司300万只口罩已投入市场，并与京东
等平台合作，以不超过3元/只的价格供全市老百
姓购买。 （据《北京青年报》）

首台高速口罩生产设备投产
一分钟可制造500只口罩

记者 19日获悉，接国家卫生
健康委通知，江西省第六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南昌大学一附院队、
南昌大学二附院队）将于 3 月 23
日转战新的战场，整建制接管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CCU 重
症病区、二十五病区开展医疗救
治工作。

“疫情不胜，我们不退！我们
愿意战斗到最后一刻，为江西争
光！”南昌大学一附院援助湖北医
疗队队长洪涛满怀信心地对记者
表示。

据南昌大学二附院援助湖北
医疗队队长徐建军介绍，作为国

家的白衣战士，作为生命的守护
人，必须闻令而动，有令必行！两
家医院援助湖北医疗队共 278人
的“精锐之师”于2月13日出征武
汉，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将
一个个命悬一线的危重症患者从
死亡线上拉回来，出色完成了整
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肿瘤中心Z14、Z15病
区的任务，于 3 月 15 日结束救治
工作。据统计，医护人员共管理
住院患者数 171 人，其中重症 74
人，危重症 11 人，累计治愈出院
患者154人。

（徐雅金 记者林卓旎）

3 月 18日 18时，南昌市第五批
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从武汉
乘专机返程，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以
最高规格、最深敬意迎接英雄回家。

随着飞机降落南昌昌北国际
机场，机场举行“过水门”仪式，以
民航最高礼遇迎接医护人员回家，
为最美逆行者“接风洗尘”。沿途
机场工作人员手持“致敬白衣天
使”“欢迎英雄回家”等横幅，列队
欢迎白衣天使，向守护生命的抗疫
英雄们致敬。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此次包
机保障任务，南昌机场高度重视，
积极部署，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协
调会，明确任务分工，细化保障流
程。为返赣医疗队开通绿色通
道，安排专用停机位，增加地面保
障人员，安排专人进行现场人员、
车辆服务引导，加强行李运输保
障。在各保障单位和驻场单位的
密切配合下，南昌机场顺利完成
了 105 名援鄂医疗队员返赣包机
保障任务。

据悉，截至 3 月 17 日，南昌机
场全力保障、累计运输防疫人员
622 人次，保障应急物资航班 1514
架次，运输应急物资 980.5 吨；赣州
机场累计运输防疫人员 211 人次。
全力保障江西支援湖北医疗包机，
机场以充分的准备和高质量、贴心
的服务为医疗队员保驾护航。随
着江西驰援湖北医疗队陆续返乡，
南昌机场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迎接英雄们凯旋。

（记者 杨晓林）

以最高礼遇欢迎援鄂英雄回家

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中间体
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现已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规定要求，现向公众公开项目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

（一）建设项目概况：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二
期）位于江西抚北工业园区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投
资总额为615万元。改扩建项目建设后，新增2,4,6-三甲基苯乙酰氯200吨、2,
5-二甲基苯乙酰氯 200吨、2，6-二氯苯并噁唑 500吨和苯乙酸 200吨；同时现
有600吨5-氯-8-羟基喹啉不再生产。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公众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的
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4DUNkv-TK6JSn6_sVw1DQA 提取码：a378）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和公众意见表，或在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公众可以通过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直接上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意见。

（三）建设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总，13507047708
（四）环评单位联系方式：环评单位：江西聚兴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0791-87886677
发布单位：抚州市萨弗隆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年饲养10万
头生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有关要求，现向社会公众就本项目环评有
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项目名称：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年饲养10万头生猪项目；
建设地点：新干县麦斜镇第二果园场（东经115°27′35"，北纬27°39′50"）

建设内容：项目总用地960亩，其中生态养殖小区建设用地180亩，其余780亩为果树柑桔种
植用地。主体工程包括：五个养殖区内育肥舍 50 间，每间建筑面积 1031.88m2，地磅房 1 间，建
筑面积 9m2，淋浴综合房 5 间，每间建筑面积 67.06m2，水泵房 1 间，建筑面积 23.1m2，配电室 2
间，每间建筑面积为 88.56m2，门卫、消毒室一间，建筑面积 78.8m2，员工宿舍 5 间，每间建筑面
积 182.77m2，饲料仓库 3 间，每间 196.76m2。

二、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的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新干县麦斜镇第二果园场，联系人：习文 电话：18807966888
环评单位：江西汉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御江一品S3栋1108
联系人：胡磊 电话：18679277722 邮箱：1520418351@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公示期限：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本项目建设、环评工作内容有宝

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邮件、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反映。
项目具体公示信息、全本环评报告及公众意见表的获取，详见网络公示平台（网址：http://www.

js-eia.cn/）。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有效。 建设单位：江西省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塑料造粒综合利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江
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塑料造粒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
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jxfc.gov.cn/xwdt/001002/moreinfo.
html。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江西
鑫鹏铜业有限公司内，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务。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规划范围周边 5km范围
内的常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江西恒亚塑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卫东；联系电话：18107957798； 电子邮箱：447024600@qq.com
通讯地址：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江西鑫鹏铜业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贵溪市中医院增设床位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贵溪市
中医院《贵溪市中医院增设床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guixi.gov.cn/Government/Index.
aspx；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贵溪市鹰雄大道贵溪大桥东延伸段的南侧，贵溪市
东门办雄石居委会曹家村（贵溪市中医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名称：贵溪市中医院；联系人：邹俊；联系电
话：13607012309；电子邮箱：gxzyybgs@163.com；通讯地址：贵溪市鹰雄大道贵
溪大桥东延伸段的南侧，贵溪市东门办雄石居委会曹家村。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江西省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年拆解三万辆报废汽
车拆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
江西省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年
拆解三万辆报废汽车拆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kin-ty.com/news/company/；
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三路华荣企业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江西省金迪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建洛；联系电话：13979186651；电子邮箱：827385005@qq.com；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英雄三路华荣企业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江西华赣环保装备有

限公司。
建设选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经济开发区腾飞大道999号。
建设内容：本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102.55 亩，其中预留发展规划用地
38.45 亩，总投资 100000 万元。总建
筑面积 68400 平方米，包含生产联合
厂房、配套设施用房、消防水池门卫
室及大门等。

产品方案：年产烟气净化系统成
套设备30台（套）。建设性质：新建。

二、项目概况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节能环保

产业，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生活垃圾
处理行业的发展。江西华赣环保装备
有限公司烟气净化系统成套设备使用
寿命长、环保效果好，能促进生活垃圾
烟气净化系统成套设备的发展，满足
城市发展环保的要求。江西华赣环保
装备有限公司环保装备成套基地建设
项目的实施，将加大江西省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我省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能力，提高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推
动我省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

三、项目对环境造成的环境影响
及拟采取的治理措施

（1）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在采取治理措施后，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2.2-2018）中相关要求。

（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职员办公废

水，项目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纳入园
区污水管网，后经进贤县经济开发区
高新产业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后排
入青岚湖。

（3）声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厂界昼
夜间噪声预测排放值均可达到《工
业 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本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

通过各项措施均可得到较好的处置，
能够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
目标。

（5）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拟建有相应防渗措施，

对下游地下水水质不会造成显著不
利影响。

（6）环境风险评价
项目采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应急措施进行控制，项目的环境
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

四、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西华赣环保装备有

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经济

开发区腾飞大道999号
联 系人：裴工
联系方式：13970883215
评价单位名称：南昌科奇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联泰 7

号广场A座918室
联系人：熊工
联系电话：13767151243
五、征求公众意见内容及表格获

取方式
征求项目周围群众对本项目施工

期和营运期所造成环境影响的意见
和建议，以及对项目建设支持与否的
态度。

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征求意
见稿和意见调查表：

网 址 ：https://pan.baidu.com/s/
1qCV6VG3vhAkyB9Lig_zmPw；
提取码: aemg。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建设有

宝贵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来访
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
供建设单位、评价单位在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过程中采纳落实，政府主管部
门进行决策参考。

江西华赣环保装备有限公司环保装备成套基地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告

声 明
徐治岗，于 2000年 1月 26日房改

了座落于东湖区青山湖小区 41 栋二
单元601室的住房，房改时属（未婚）在
填报的房改《审批表》配偶栏内虚构了
配偶：黎安琴。现本人声明，房改《审
批表》填写的配偶信息为虚构信息，此
人黎安琴根本不存在，请房管部门更
正为徐治岗一人参加房改，如有不实，
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治岗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原江西山湖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2017年9月30日名称变更为：山湖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1
日开工建设的新余高新区环高速北路
一标绿化改造工程项目，并于 2011 年
9月 10日完成竣工验收。本公司新余
高新区环高速北路一标绿化改造工程
项目将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进行
项目清场。如有涉及该项目的工程材
料款及工人工资的债权债务，请债权
人务必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
项目部进行债权债务登记。项目部撤
销后，本公司对涉及该项目所有的债
权债务均不予承认。一切经济责任和
法律责任均由项目部负责人个人蒋兰
平承担。

特此公告。
公 司 联 系 人 ：总 机

0791-86298851
监督部经理李萌 13970997089
项目负责人：蒋兰平 13907908871

山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