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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要求，切实加强南昌市酱
油和食醋食品质量安全管理，7月
13日，记者从南昌市酱油和食醋生
产企业集中约谈暨风险交流会议
上获悉，会议要求各生产企业必须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2717-2018）、《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醋》（GB2719-2018）组织
生产销售。自即日起，不得再生产
销售标示为“配制酱油”“配制食
醋”的产品。

会议指出，酱油和食醋产品应
当真实合法标注食品标识，在标签
醒目位置清晰标注“酱油”“食醋”

等标准规定名称，真实准确标注各
种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不符
合酱油和食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调味品，不得标注“酱油”“食醋”
名称或类别。有条件的酱油和食
醋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产业链供
应链管理，实施先进的食品安全和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信息化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对仍然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
调味液等原料配制生产酱油、使用
冰乙酸等原料配制生产食醋、产品
标识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要进行
严厉查处，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
公安机关。 （记者林卓旎）

南昌集中约谈酱油和食醋生产企业

今年江西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85%
超一半留在省内

江西：10万元及以下个人创业贷款免担保
记者 14 日从江西省人社部门

获悉，为鼓励创新创业，江西实施
创业担保贷款降槛减负专项行动，
对新申请的 10万元及以下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免除担保。

据了解，今年以来，江西重点
围绕帮助企业发展、解决群众就业
困难、鼓励创业方面提出了 7项具
体措施。包括：发布重点产业职业

培训需求指导目录，上浮培训补贴
标准；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
件，支持在职职工提升技能；打造

“景漂工匠”“南康木匠”“资溪面包
师”等全省知名劳务品牌；帮扶退
捕渔民转产就业；帮扶技工院校已
脱贫家庭子女毕业生优先就业；解
决共青城等园区纺织服装企业用
工难问题；实施创业担保贷款降槛

减负专项行动。
此外，江西还重点围绕完善劳

动者权益保护机制，推进和谐劳动
关系创建，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提出2项措施，包括：推动电子劳
动合同订立应用；开展护薪暖心行
动，全面清理打击农民工欠薪行为，
保障好、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据人民网）

为打通农村物流循环的“堵”
点，江西省供销联社从2017年1月
开始陆续在寻乌、广昌等十多个县
域试点推进“互联网+第四方物
流”模式，农村为快递、快消品、
农产品、农资企业提供“统一仓
储、统一分拣、统一配送”服务。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互联
网+第四方物流”模式将在全省
实现全覆盖，极大地方便了农产
品上行“最先一公里”和工业品下
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据江西省供销集团副总经理
金恩焘介绍，“互联网+第四方物
流”“互联网+第四方物流”指的
是建立买方（第一方物流）、卖方
（第二方物流）、配送企业（第三
方物流）以外的共享人、仓、车集
配物流体系（即第四方物流），他
说：“简单说就是在乡村整合各
大快递企业，他们可以不用在农
村重复设点，直接交给我们来配
送；同时，我们互联网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搭建快消品下乡配

送平台，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
用、深度融合’的县乡村三级配
送体系。”

金恩焘表示，“互联网+第四
方物流”模式率先在寻乌、广昌等
地区试点后，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个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流
通主体多而散、县乡村流通服务
半径短、农产品产销衔接不畅、
农村食品流通安全隐患等问题，
使得县乡村配送效率提升 70%，
成本降低 20%，网点库存滞销率
降低 15%左右、减少过期产品流
出率3%左右。”

目前，江西省已有 52 个县启
动供销集配中心建设工作，供销
集配中心总面积约 41.7 万平方
米，搭建集配网点 5160 个，实现
上下行物流配送 2 亿件/年，600
多万农户享受供销集配快捷服
务，2021 年底全省将完成“互联
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
建设全覆盖。

（金婉）

江西年底将实现
“互联网+第四方物流”全省覆盖

7月14日，记者从江西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获悉，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持续深化中华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史学习研究，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合江西日
报社，于7 月15 日至8 月31 日，面
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中
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史专题网
络知识竞赛活动，这是省人大常委
会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
又一创新举措。

据了解，此次竞赛主题为“传
承红色基因、坚定制度自信，奋力
开创新时代江西人大工作新局
面”。竞赛围绕“四史”、中华苏维
埃代表大会制度史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基本知识设计了 100 道试
题，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展开学习

和竞赛，进一步掀起学党史、守初
心、践使命的热潮。

活动期间，参赛者可关注“江
西人大”或“江西发布”微信公众
号，点击“互动交流”菜单中的“知
识竞赛”进入答题页面，也可访问
江西人大新闻网进入专题页面，实
名登记后参与在线答题。系统将随
机给出单选、多选、判断和填空题各
5道，共20道题，每题5分，并根据
答题结果自动生成成绩。成绩满分
者可参与最终抽奖。届时，随机抽
出特等奖5名、一等奖20名、二等奖
50名、三等奖200名，将发放包括华
为手机、平板电脑、无线耳机、运动
手环等价值11万元的奖品，并评出
30个优秀组织奖。

（记者林卓旎）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史
专题网络知识竞赛正式启动

记者 14 日从江西省就业创业
服务中心获悉，今年江西省有应
届高校毕业生 32.47 万人，较去年
增加 3000 人。在教育、人社、高校
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截至 7 月 9
日，江西省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85.57%，已经落实去向

的 毕 业 生 中 ，留 在 省 内 的 占
56.02%。

为了促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江西通过公务员招聘、教师招
聘、农村特岗教师招聘、“三支一
扶”、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大学
毕业生征兵、全省卫生健康委专

项招聘等计划，共同开发了 8.4 万
个政策性岗位，引导国有企业扩
大招聘岗位需求，帮助高校毕业
生稳定就业。通过“校招”、开设

“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2021 年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
季专场活动”、“百日千万网络招

聘专项行动”等系列线上线下招
聘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架起求
职就业的桥梁。截至目前，共开
展招聘活动 4.4 万场次，邀请用人
单位 10.71 万家，提供岗位 464.36
万个，参加招聘活动的毕业生达
112.01 万人次。

此外，江西还实施困难毕业
生实名制管理，对 1.22 万名建档
立卡贫困生至少推荐 3 个优质岗
位，目前困难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为 88.80%，高出平均水平 3.23 个
百分点。

（金婉）

南昌设立游客免预约新冠疫苗接种点
为了方便景点游客及街区周边

居民就近接种新冠疫苗，南昌市第
七医院在珠宝街院区开设临时新冠
疫苗接种点，游客及市民都能在该
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且无需预约，
只需带好本人身份证即可。

7月11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接
种人员在医护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
引导下有序排队登记接种疫苗。当
天的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直到
晚上8点才结束。

记者了解到，珠宝街疫苗接种点
虽然是临时接种点，但和其他接种点
相比，疫苗接种登记、信息录入、现场
接种、留置观察等工作要求同样严格
执行，广大群众可放心接种。

（据南昌新闻网）

7月13日，国家卫健委规划发
展与信息化司发布了《2020 年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介绍了我国去年新冠发病人数、
各类传染病发病数、卫生支出等
情况。

去年我国4634人
因患新冠肺炎死亡

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
类传染病管理，我国传染病病种
增加至40种。

根据统计，2020 年，全国甲、
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267万例，报
告死亡2.6万人。报告发病数居前
5 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
毒、淋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占
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
92.2%。报告死亡数居前五位的是
艾滋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结
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占甲乙
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5%。

去年一年，我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报告发病数为87071例，死
亡4634人。新冠肺炎数据为该年
度报告病例按报告日期统计的临

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
（含外籍及台港澳输入病例）。

不少传染病发病数
有显著下降

记者发现，去年一年，不少传
染病发病数有显著下降。

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数2019年
为 1286691 例，2020 年为 1138781
例，下降了147910例；肺结核发病
数 2019 年为 775764 例，2020 年为
670538例，下降了105226例；登革
热发病数2019年为22188例，2020
年为778例，减少了21410例。

其中，病毒性肝炎主要通过
消化道、血液体液等途径传播；肺
结核可通过呼吸道传播或消化道
传播。登革热经蚊媒传播，一位
传染病专家介绍，我国的登革热
多由境外输入。

艾滋病发病也下降明显，由
2019 年的 71204 例下降为 2020 年
的 62167 例。记者查询了我国从
2011 年到 2020 年的 10 期统计公
报，前9年，艾滋病报告发病数均呈
递增趋势，2020年是10年中首次艾
滋病报告发病数下降的年份。

（据《新京报》）

国家卫健委 13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再
那吾东·玉山介绍，2020年，我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近
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从小学一
年级到六年级，平均每升高一个年
级，近视率增加 9.3 个百分点；近
10%近视学生为高度近视，占比随
年级升高而增长。

2020年9月至12月，我国开展
了近视专项调查，覆盖全国 8604
所学校，共筛查 247.7 万名学生。
结果显示 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
总体近视率为 52.7%。其中 6岁儿
童为 14.3%，小学生为 35.6%，初中
生为71.1%，高中生为80.5%。2020
年总体近视率较2019年上升了2.5
个百分点，但与 2018 年相比下降
了0.9个百分点。

幼儿园和小学是我国近视防
控重点年龄阶段。2020 年各地 6
岁儿童近视率均超过 9%，最高达
19.1%。小学阶段近视率攀升速
度较快，从小学一年级的 12.9%
快速上升至六年级的 59.6%。在
幼儿园 6 岁儿童中有 1.5%为高度
近 视 ，高 中 阶 段 达 到 了 17.6% 。
高度近视容易引发多种严重并
发症，比如白内障、视网膜脱离
和青光眼等，是重点防治的致盲
性眼病。

（据新华社）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为52.7%
小学阶段近视率攀升速度较快

去年我国艾滋病发病数10年来首次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