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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h会：南昌幽兰到龙王庙的
130 路公交车，总是货比人多。过道
上堆满了菜贩的菜，站脚的地方都没
有，车厢内满是水，乘客苦不堪言。好
几年了，一直都是这种情况，每天早上
最为严重。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8 月 5 日，记
者获悉，在刚过去的7月，南昌航空口岸出入
境人数首度突破 5 万人次，达到 5.3 万人次，
出入境航班 306 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100%、
75%。

南昌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数于 2012 年突
破单月1万人次，2013年、2014年单月分别超
过2万人次和3万人次。今年，航空口岸出入
境人员又有新突破。

据介绍，今年1-7月，南昌航空口岸出入
境人员共 25.4万人次，实现倍增。值得一提
的是，7 月，国际地区航线不断加密，南昌至
巴厘岛包机航线单机往返运量达 700 人次，
创昌北机场单机运输纪录。

南昌航空口岸
上月出入境突破5万人次

凭录取通知书
大学新生坐火车可买学生票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 8月6日，记
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近期，不少学生拨打热
线咨询大学新生报到是否可以购买学生票。
对此，南昌铁路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新生可
以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到火车站窗口购买
学生票，或者通过 95105105电话订票成功后
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和订单号到火车站取
票。

据南昌铁路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由于
12306网上订学生票需要填写学号和乘车区
间等信息，新生不方便填写，所以不建议新生
在网上订票。如果学生已经在网上订票，可
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和订单号到火车站试
取票。如遇困难，可找值班站长沟通解决。
若最终无法取票，只能办理退票，不可改为全
价成人票。另外，因新生没有学生证，所以无
法刷磁条取学生票，所以无法在自动购票机
和代售点买票。

新干砂轮占全国七成市场
本报新干讯 （记者杜金存 实习生雷少

杰）8月5日，骄阳似火，位于新干县城南工业
园区的江西新星树脂砂轮公司生产依旧热火
朝天。据新干县机械机电产业促进办介绍，
该县车用活塞环研磨砂轮已稳占全国七成市
场份额。

砂轮是新干县的传统优势产业，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树脂砂轮已享誉全国，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10 多年前，该县砂轮
产业陷入困境，甚至被认为是“夕阳产业”。
为此，新干县出台政策扶持砂轮企业，减免
税收、加大帮扶力度，设置企业科技创新奖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江西新星树脂砂轮公司董事长席雪峰介绍，
2011 年，公司与河南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的
CBN 超硬材料砂轮获得市场好评，产品技
术先进，附加值高，可替代进口品，获得了省
里多个奖项。据悉，该县生产的应用于汽车
配件生产行业的树脂螺栓紧固砂轮已占据
江苏仪征、安庆帝伯格茨、南京飞燕、厦门新
东亚等国内知名活塞环企业三分之二的市
场份额。

目前，新干县砂轮企业的产品主要应用
于汽车配件生产、空调、冰箱压缩机、IT等行
业。其中，该县的数控双端面磨磨具为步步
高、华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配套，产品填补
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公交车成菜贩“专车”

“不环保，罚破产”“不达标，别生
产”……今年开始实施的最严《环保
法》，似乎没给乐平市工业园塔山工
业区带来影响。长期以来，这个园区
的不少高污染企业大肆排放废气，即
使周边居民不断举报，乐平市环保局
也并未采取措施让其“罚破产”“别生
产”。

近期，“拒绝污染，还我宜居乐
平”的微信、微博在网上持续发酵。
塔山工业区高污染企业废气排放又
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群
众疾呼，8月4日晚，乐平市召开市委
常委会议，对园区废气排放治理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强调，短时间内将涉
污企业全部关停。该市还将完善技
术监测和责任追究“双向督查”机制，
对园区涉污企业逐一排查，责令企业
全面停产整顿，对此次工业园区废气
排放影响环境事件中的相关企业及
责任人追究责任。

8月6日，有知情人士告知记者，
工业园区内企业税收占据了乐平市
的半壁江山，而环保部门也曾对污染
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这一
次能动真格，彻底解决问题。

“化工厂已建到家门口”

据介绍，早期乐平工业园塔山工
业区企业不多，周边都以农业生产为
主。2000年以后，乐平工业园为完成
招商引资任务，特别引进了一批化
工、塑化企业。经过几年发展，塔山
工业区形成了以江西金龙化工为主
导的磷化工产业群、以江西天新药业
为主导维生素产业群、以世龙实业为
主导的基础化工产业群、以东风药业
为主导的一类新药产业群，以江维高
科为主导的聚乙烯醇产业群。

按照规定,这些高污染项目必须
与周围居民区保持 1000米以上的防
护距离。但在塔山工业区，不少村庄
已经与工业区完全融合，不少企业与
村庄仅隔着一堵围墙。上坎沈家岭
村民指着一块刚被征去的宅基地说：

“化工厂已建到了家门口。”
“这些企业是从江浙一带招商引

资过来的。”乐平市环保局相关负责
人黄峻称，企业都通过了环保部门的
验收。

记者了解到，工业区某药业公司
去年新扩建项目所需时间长，公司利
用原有其他车间进行环保验收，乐平
市环保局也对此“放行”。面对记者
采访，该公司以“停产检修”为由拒
绝，而乐平市环保局相关人士也表示

“不愿多谈”。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高污

染、高产出的企业，普遍存在验收走
过场、监督不到位的情况。”

记者发现，该工业区距离乐平市
城区也非常近，直线距离只有约 3公
里，不只是周边村庄，乐平市老城区
也受工业区的废气困扰，这直接导致
乐平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在全省成
为“后进生”。

“污染年年有，今年特别重”

“这关停的30多家企业占据乐平
市工业园区的税收的半壁江山。”知情
人士告知记者，之前该市也非常重视
园区废气排放治理，可是久治不愈。

此次，乐平市关停了天新药业、
佳宏化工等 30 多家企业，该市塔山
街道办事处天济村、南岸村等行政村
近 4000户居民终于拨开“云雾”见天
日。

“希望这样的日子天天有，不要
像风一样，一阵阵的。”说这话的是村
民汪女士，因为她从读高中开始就一
直关注自己的村庄被污染一事。村
民沈先生的感受是“污染年年有，今
年特别重”：“工业区排放废气现象存
在多年。今年春季还是半夜偷偷地
排放；一入夏，这些企业下午就开始
排放，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迷雾’当
中。”

因为化工厂、塑化厂、制药厂等
高污染企业排放废气，天济村、南岸
村等村庄的河塘、秧苗等被污染或被

熏死。村民们称，他们多次找乐平市
环保局投诉也无济于事，甚至还找过
景德镇市环保局和省环保厅投诉，但
最后还是被转回来由乐平市环保局
处理。

“希望这次动真格，不
要死灰复燃”

乐平工业园党工委书记李宝山
这两天正夜以继日下企业。“现在涉
气污染企业已处于关停状态，由于气
温较高，不少化工企业的化学品需要
特别‘照顾’，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李宝山称，工业园只负责招商引资和
为企业提供服务，园区内环保部门没
有执法权，对工业区存在废气排放不
达标现象无可奈何。

对于为何会引进这么多高污染
企业，李宝山让记者去向乐平市相关

部门了解。
“经常接到居民反映污染严重的

问题，但无法锁定是哪家企业排放，
所以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黄峻
表示，村民自称患病的越来越多，但
并不能直接证明与污染有关。

这次被曝光后，乐平市聘请北京
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聚
慧科技有限公司对所有相关企业进
行环保安全评估，要求不达标者一律
不能恢复生产。

乐平市相关人士表示，今后将利
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园区企业进行
24小时监管，并称环保专家已为每家
企业排放物进行了特殊因子分析，给
其发放了“身份证”，一旦有企业偷排，
即可在第一时间内锁定偷排企业，进
行严肃处理。这位人士还表示，这次
是长效治理，绝不搞短期行为。

不过，有居民对此将信将疑。

今年 4 月 2 日，塔山工业区曾被
媒体曝光，但关停一周后又死灰复
燃。更早时候，为以示重视，乐平市5
年前还将该市环保局搬迁至塔山工
业区办公，但污染问题还是难以彻底
解决。

黄峻称，之前也请了众多污染治
理企业前来治理工业区废气排放，但
效果并不理想。对于此次能否彻底
治愈污染顽疾，乐平市委、市政府对
外通报称，“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
解决好工业园区废气排放问题。”

采访结束时，有村民给记者发来
短信：“希望乐平市这次动真格，不要
再让废气污染死灰复燃。”

乐平市塔山工业区30多家高污染企业被关停

废气排放久治不愈 但愿这次是动真格！
今年4月曾被媒体曝光 关停一周后又死灰复燃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周利波文/图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吴瑶瑶
回玉山老家已有 1 年半时间。吴瑶
瑶 2011 年毕业后，在杭州一家电视
台干了 2年多编导工作。如今，返乡
创业的她已结婚生子，并有了新的身
份——“村淘”合伙人。

随着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的
推出，农村淘宝合伙人的招募令在全
国范围内发出。依托农村淘宝服务
站，合伙人可以帮助当地人代购商
品、代销农副产品。

从今年 5 月开始，玉山县分 3 批
启动了“村淘”合伙人招募计划，共吸
引1000多人报名，其中70%为在外工
作的玉山籍80后青年。

村里来了“新青年”

紧挨着 202 省道的玉山县六都
乡湖村桥村附近没有大型超市，村民
时常得盼着农历二、七赶集日置办生
活用品。虽然近年网络购物流行，但
村里20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几乎
都在外打工，对老人和小孩来说，网
购只能算是口头流传的新鲜事。

今年7月15日，湖村桥村淘宝服
务站开业，作为合伙人的吴瑶瑶开始
引导村民们“触电”，村民买家电、日
用品、衣服都来找她。“没想到村民这
么捧场，以后我会更努力。”吴瑶瑶
说。

2014年初，吴瑶瑶因为结婚回到

玉山，在生下女儿之后，她开了一家
网店，出售自家制作的家具。“开网店
只是一时过渡，我当时还没想好接下
来要做些什么。”

2015年 6月，看到农村淘宝合伙
人在玉山县的招募信息后，吴瑶瑶找
到了方向。经过笔试、面试、选点等
一系列考核环节，吴瑶瑶顺利成为合
伙人。

家住湖村桥村的徐阿姨在家带
孙子，最近，她常来找吴瑶瑶帮忙买
纸尿裤。她选择网络代购的理由是，
小超市里很多都是山寨货，在网上买
品牌货更放心。而截止到 7月底，吴
瑶瑶为村民在网上代购的订单超过
700笔，金额合计13.6万元，其业绩在
当月全县所有合伙人中排名第一，在
全国排在第 25 位。按照奖励规定，
吴瑶瑶因此可以获得在 1%到 16%之
间比例不等的佣金。

与以前熬夜写策划稿、剪片子相

比，吴瑶瑶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在
每天7时至10时以及17时至20时的
代购高峰之外，她都可以陪着女儿。
在吴瑶瑶看来，农村淘宝合伙人这一
身份让她找到了做一份事业的信心，
今后她不仅可以继续帮村民代购，还
能通过这个平台销售土特产。近期，
她计划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推广
白茶、葛粉、杨梅、白玉豆等当地土特
产方面多花些心思。

合伙人纷至沓来

记者从玉山县商务局了解到，在
当地“村淘”合伙人的报名者中，八成
人员年龄在 20 至 30 岁之间，大专以
上学历人员占比也超过80%，其中既
有从事业单位和外企辞职的白领，也
有当地大学生村官。

阿里巴巴农村电子商务江西组
的运营经理袁春江透露，在江西接受

“村淘”合伙人报名过程中，他们收到
了来自美国的邮件，接到了从越南打
来的咨询电话。

作为玉山县第一批“村淘”合伙
人，家住四股桥乡的黄子红从5月25
日开始帮附近乡民代购，截至目前，
她已领到两笔佣金，5 月和 6 月分别
为 290 元和 2600 元。因为黄子红同
时经营着一个小卖部，所以如今的佣
金收入已让她感到满意。

较黄子红稍晚，怀玉乡后叶村的
闫敏于7月下旬才正式入选“村淘”合
伙人，属于他的淘宝服务站暂时还没
有开张。但是，在闫敏心里，他已迫不
及待想在家乡大干一场。为了这一个
合适的回乡机会，他已经等了好几年。

闫敏于 2012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
大学，所学专业为旅游管理。毕业后，
他曾在杭州、南通、上海等地涉足跨境
电商领域，担任过讲师，也做过项目。
听闻家乡开始招募“村淘”合伙人，闫
敏在深思熟虑后选择辞职回乡。

在上海工作月薪大约有 1.5 万
元，成为“村淘”合伙人后，闫敏做好
了思想准备，每月收入大约 2000
元。收入下降这么多，为什么要回
来？当身边的朋友、家人提出这样的
疑问时，闫敏每次给出的回答都一
样：“我看好农村电商的未来，3 至 5
年之后，我会让家乡的土货畅销全国
甚至走出国门。”

闫敏的信心来自他多年的工作
经验以及对电商未来走势的预判。
闫敏认为，“村淘”项目目前处于代购
的初始阶段，3到5年之后，该项目将
主打渠道服务，即随着消费升级，“土
货”将变得跟“洋货”一样走俏，合伙
人可以依托“村淘”平台分析当地特
色农产品的销路，并将其推向市场。

“怀玉乡有山茶油、大米和土鸡蛋等

特产，这几年，我会一边做代购，一边
整合土特产资源，解决产品品牌以及
溯源方法等问题。”

众巨头抢滩市场

据玉山县商务局局长颜文胜介
绍，该县已将电子商务定位为“一号
新兴产业”。“村淘”合伙人的招募，让
许多打算返乡从事电商行业的青年
找到了用武之地。截至目前，玉山县
已选定41个“村淘”合伙人。

今年上半年，玉山县电子商务交
易 额 达 到 18.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0%。今年，该县电子商务交易额
有望突破 30亿元。在列举这些数据
时，颜文胜显得很有信心。“全县电商
企业有 1000 多家，其中销售农产品
的有 200 多家。待村级淘宝服务站
上路后，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量将不断
增加。”

事实上，不仅仅是阿里巴巴在通
过“村淘”布局农村电商市场，邮政的

“农村 e 邮站”也同样在省内县、乡、
村逐步铺开，而供销合作社也同样在
试水这个市场。省商务厅市场体系
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有关规
划，到今年年底，在我省所有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点将达到100%全覆盖。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
究所所长勒中坚认为，我省生态农产
品种类丰富，潜力巨大，在农村销售
和物流平台欠缺的情况下，阿里巴
巴、邮政公司、供销合作社等“巨头”
同时“进军”是利好消息。“阿里有平
台优势，邮政有物流优势，供销社有
产品优势。”勒中坚说，几大“巨头”优
势各异，相互弥补，农村电商的未来
可期。

“村淘”合伙人：我看好农村电商的未来
玉山县启动招募计划，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再创业

本报记者 万仁辉文/图

▲不少企业与村庄相邻。

▶此前网友拍摄的排污场面。

玉山县横街镇村民正在与玉山县横街镇村民正在与““村淘村淘””合伙人沟通代购事宜合伙人沟通代购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