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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委托，本公司定

于 2016年 12月 19日 15时在普莱特北京宾馆四楼会议室(南昌市北京东

路 35号)举行专场拍卖会，公开拍卖中国信达公司拥有的江西拓扑工程

有限公司之债权（设保留价）。截至 2016年 11月 30日，该债权本息合计

71,129,735.66元。

该债权竞买保证金为400万元整。

有意竞买者请于 12月 9日至 12月 19日 12时前携带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自然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到本公司(北京东路107号工

艺美术馆内一楼)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

到账（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上海路支行，户名：江西

恒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502002909000068349）。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详细资料备索。

咨询电话：(0791)88329579 18970865732（黄先生）

江西恒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9日

拍卖公告

年关将至，鹰潭市信江新区地方税
务局为进一步提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有关精神，
对照“两学一做”的要求，向全局干部职
工尤其是党员干部以及纳税人寄出三
封信，着力打造廉洁高效的地税机关。

一 是 给 全 局 干 部 寄 一 封《责 任
信》。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对照廉洁自律
要求，层层签订廉政责任状，层层传导
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加强互相监督，营
造“人人身上有责任，个个执法受监督”
的良好局面。

二是给纳税人寄一封《监督信》。
将分局干部的工作职责、职权范围、廉
政要求、举报电话在监督信上详细标
明，并附上回寄的邮票和信封，作为

“两随机一公开”的重要内容，请广大
纳税人监督、评议、评价，确保公平公
正执法。

三 是 给 干 部 家 属 寄 一 封《劝 诫
信》。定期将廉政有关要求、各级纪委
通报的案件、各式廉政警示教育宣传资
料寄给每一个干部职工的家属。要求
干部家属能常把自家“廉洁门”、常吹廉
洁“枕边风”、常念家庭“廉洁经”，将监
督的关口前移。

通过寄三封信的形式，该局干部廉
洁意识明显增强，依法行政水平全面提
升，团队协作逐步深化，执行能力显著
提高。最近，该局获得信江新区管委会

“好班子”考核第一名和党风廉政建设
优秀单位的双荣誉。 （黄立华）

三封“廉洁信”打造风清气正的地税机关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 通讯员徐
华）12 月 8 日上午，由省卫生计生委妇
幼处主办、省妇幼保健院承办的“为了
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2016年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在省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隆
重举行。省妇幼保健院将为南昌地区
600 名已婚已育女性免费提供价值 200
元的宫颈癌筛查，并指导规范化治疗，
让更多女性拥有健康幸福生活。

据悉，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
肿瘤，发病率在我国女性生殖道恶性肿
瘤中居第一位，近20年越来越趋于年轻

化。为有效降低我省宫颈癌发病率与致
残率，实现宫颈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的目标，中国癌症基金会、卫生部医
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爱心企
业，计划从 2015 年起，利用三年时间举
办多场公益活动，为我省36至64岁年龄
段的妇女进行免费宫颈癌筛查，省妇幼
保健院作为承办单位，每年都要负责技
术筛查。目前，已在南昌、赣州、九江、鹰
潭等地开展11场公益活动，近一万名适
龄妇女获益，得到了社会各界及广大妇
女的一致好评。

南昌600名女性获宫颈癌免费筛查

“空气污染这么严重，学生怎么
还在室外上体育课呢？”本周以来，南
昌持续出现雾霾天气，近日部分家长
向本报反映，空气重污染日里，许多
孩子上体育课时仍在学校操场跑步。

对此，12月8日，南昌市教育局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校尽量减少学生
在雾霾天气下的户外活动时间，遇严
重的雾霾天气，学校可自主调整体育
课、阳光体育活动时间，且体育课应
当安排在室内上课，阳光体育活动、
大课间活动可暂停开展。

家长希望暂停体育课
12 月 6 日上午，南昌出现雾霾。

由于，临近期末体育能力测试，华东
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大一学生小熊和
同学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我们知
道雾霾天气应该减少户外活动，但晨
跑与成绩挂钩，不跑不行。”

记者调查发现，近日南昌雾霾加
重，但许多大学的体育课照常在户外

进行。南昌大学一名大二学生告诉
记者，体育课程接近尾声，许多专业
的户外千米跑步项目都在近日考核。

环保专家表示，这几日南昌市空
气质量在中度污染至重度污染之间，
首要污染物仍为PM2.5，儿童、老年人
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避免
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一般人
群要适量减少户外运动。

12月5日至7日，除了大学，南昌市
一些中小学的体育课也在户外进行。

对于学生在雾霾天仍到户外上
体育课这件事，许多家长表示不理
解。“学校应该变通处理，多征求家长
意见，相信很多人希望暂停体育课。”

南昌一所初中的体育教研组长
表示，距离中考还有半年左右，初三
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不多，学校因此
不会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随意暂
停体育课。“如果雾霾太大，我们就会
组织学生在室内场地练习跳绳或讲
解一些运动要领。”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暂停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南昌市仍

将持续雾霾天气。为保障师生身体
健康和教育教学秩序，12月8日，南昌
市教育局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学校
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安排。

南昌市教育局要求，各校要制定
雾霾天气安全工作应急预案，尽量减
少学生在雾霾天气下的户外活动时
间，体育课应当安排在室内上课，幼
儿园应当避免在室外开展保教活
动。此外，各县区各学校要加强校车
安全管理，如遇大雾等恶劣天气要调
整校车接送时间，并及时告知学生及
家长，必要时可停止接送。

南昌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王
丽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避免
学生在雾霾天气里剧烈运动，12 月 8
日起，南昌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暂
停，12月9日小学组比赛及12月9日、
10日的初中、高中组比赛均已叫停。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
12月8日，记者从南昌市教育考试
院获悉，下半年南昌市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笔试将于12月18日开
考，开考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据了解，下半年南昌市高中
学考笔试语文、数学、英语考核
必修模块和选修模块内容。考
试为闭卷，使用全省统一试卷，
英语、数学考试时间均为 80 分
钟，语文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
各科卷面原始满分为 100 分，根
据考生得分成绩按百分比划分
A（优秀）、B（良好）、C（及格）、D
（不及格）四个等级。补考考生
成绩记录为 A（补）、B（补）、C
（补）、D（补）。

12 月 5 日，修金华在向南昌市西
湖区系马桩街办城市管理所缴纳了
800 元的垃圾清运费后，办完招牌审
批程序，他承接的一家店面装修工程
可以继续了。11月29日，因未办理手
续，西湖区城管局绳金塔执法中队要
其停工，修金华现场缴纳2000元罚款
后，对方未开发票或收据，只打了一
张白条。而办理店面招牌审批手续
时，修金华发现，系马桩街办城市管
理所收费竟可以讨价还价。

城管罚款只给一张白条
修金华所在的装修公司承接了

南昌市永叔路一家店面的装修，在没
有办好装修手续的情况下，于11月27
日开工。过了两天，城管执法人员找
上门，并进行罚款。没想到，执法人
员收到罚款后，没有开发票或收据，
只是手写了一张白条。

修金华向记者出示了这张白条：

今因装修未办手续，处罚修金华 2000
元。收款人：魏锦伟。这张纸条上未
标明处罚人单位和职务，也没有单位
公章。修金华称，打白条的是西湖区
城管分局绳金塔执法中队的执法人
员。对方告诉他，发票要晚一点开，
到时候再给他。

垃圾清运费可讨价还价
修金华缴纳2000元罚款后，以为

可以安心装修了。“可几天后，几名自
称系马桩街办城市管理所的工作人
员来到店内，称要办理店面招牌审批
手续，要交钱，否则不允许装修。”修
金华说。为此，他到西湖区行政服务
中心询问，市容窗口工作人员称，办
店面招牌审批手续不需要交费，但权
限已下放到街办，他只需到系马桩街
办的城市管理所办理手续即可。

修金华又来到系马桩街办城市
管理所办理审批手续，工作人员告诉
他，店面招牌审批手续办理要先交垃
圾清运费。“工作人员告诉我，要交垃

圾清运费，如果不交，店面招牌审批
就办不下来。”修金华称，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他，按每平方米垃圾清运费1.6
元计算，总共150平方米，乘以6个面，
总共 1440 元。修金华说：“我就觉得
不妥，就没有交。没想到，系马桩街
办城市管理所的人竟收缴了装修工
人的机器。”

修金华只好给南昌市市长热线
打电话。不久，系马桩街办城市管理
所的工作人员与他取得联系。“对方
称，最低 1200 元，不能再少。我提出
只愿交800元，对方最后同意了，我的
店面招牌审批程序才办完，拿到了西
湖区店面招牌备案表。”

不交“搭车费”批不下来？
12月6日，当着记者的面，修金华

联系给他打白条的魏锦伟。魏锦伟
称，打白条是因为他要待一批罚款收
齐后，一起到西湖城管局统一开发
票。“如果你急着要，晚上我就可以把
发票开给你。”魏锦伟说。

南昌市城管部门一名不愿具名
的人士告诉记者，城管执法人员向处
罚对象进行罚款时，绝对不允许打白
条，也不能现场收现金。“如果50元以
下的，可以给定额发票，50 元以上一
定要出具行政罚没正规发票，而且不
能现场收取现金，要求受处罚的当事
方到银行缴纳罚款。”

在西湖区系马桩街办城市管理
所，收费员程光熙坦承，店面招牌审
批不收费，但要交垃圾清运费。“如
果不交垃圾清运费，店面招牌审批
办不下来。”

记者问，为什么垃圾清运费不按
实际面积收取？程光熙解释，为省时
间，不会亲自测量，都是以店面的地
面面积为基数再乘以6个面估算。

程光熙还向记者表示，即使店面
装修不要他们清运垃圾，这笔垃圾清
运费也必须交。对于垃圾清运费可
以从 1440 元到 1200 元，再到 800 元，
缴费怎么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程光
熙没有正面回应。

安徽的马头墙、桂林的山水、福建
的围屋……一个个富含当地特色的风
景、建筑在一个年轻设计师笔下变为
奇妙的字形组合。这组“魅力中国”的
城市旅游LOGO因其时尚、地域特征
明显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其中，他
为江西设计的旅游LOGO因含有江西
山水、瓷器、红色文化等元素受“江西
老表”追捧。12月8日，记者采访了这
名设计师，由他揭秘创作过程。

一名年轻设计师设计的“魅力中
国”城市旅游LOGO被人民微博转发
后，引发众多网友转发点赞。设计师
叫石昌鸿，贵州省贵阳人；今年31岁，
已有10年的设计经验。

“这组省市名称设计，是我为国
庆 67 周年献上的一份特别礼物。”石
昌鸿说，自己是旅游爱好者。几年

前，他突发灵感，可把自己对这些城
市的感悟，通过美术设计展现出来。
于是，石昌鸿花两年时间，把以往设
计的城市旅游 LOGO 重新设计了一
遍。今年国庆前夕，这组涵盖了我国
多个省市名称的“魅力中国·城市旅
游标志”出炉。

石昌宏的努力付出获得众多网友
的认可，仅人民日报微博上的转发量就
达到8000多条、获1万多名网友点赞。

“‘江西’的字体设计是最后完成
的，也是感觉最难的一次设计。”石昌
鸿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山、
水、人文等都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实
在难以取舍。

石昌鸿表示，成稿综合了 5 类最
能展现江西本土特色的元素，但从网
友的反馈看，许多人只发现了其中的
部分。

“因为山水绝美，所以‘江西’的

字色是黛青；井冈山是革命摇篮，省
会南昌又是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所
以‘工’由红旗和井冈山组成。”石昌
鸿向记者揭秘“江西”字体中隐藏的5
个“秘密”。“古诗名句称‘日照香炉生
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因此江字的
三点水偏旁暗藏了庐山瀑布。另外，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更是驰名世界，所
以我将景德镇瓷器嵌在‘西’字中。”

石昌鸿说，许多江西人对设计的
接受和认可，更让他体会到创作的意
义。每个人对家乡的认知并非千篇
一律，也有许多人这组“魅力中国”的
LOGO还可予以完善。下一步，就是
将字体设计再度完善。另外，争取把
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囊括进
去。希望自己创作的“魅力中国·江
西”，能让更多人认识江西，喜欢这个
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图片由石昌宏提供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天
气连晴，许多市民在周末时来到户
外，享受金色时光。这个周末，晴朗
天气仍是南昌的主角。

连续5天，洪城艳阳高照，晨雾
较浓，早晚寒凉，中午有了暖阳的陪

伴，比较舒适。不过，由于连续晴
朗，使空气干燥。专家提醒，最近洪
城都是晴好无雨的天气，湿度较低，
空气较干燥，大家要及时补水。

9日，南昌雾转晴，6℃～17℃；10日，
晴，8℃～15℃；11日，晴，8℃～15℃。

空气重污染日 南昌市教育局通知各校——

严重雾霾天 体育课应安排室内上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12月
8日，记者了解到，开工一年的梅湖景
区花博园计划今年 12 月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明年4月正式开园。

据了解，南昌梅湖景区花博园总
投资约 5.48亿元，是江西省第四届花
卉园艺博览交易会的主会场。目前，
该园主场馆、服务中心办公楼主体、
地下车库主体结构，以及主园区桥梁
工程、道路主体结构已完成，景观步
道铺装、亲水平台工程完成95%。

此外，南昌将通过“大象湖”综合
改造和“花博园”建设，将象湖、梅湖
为主体的生态，八大山人、汪大
渊、梅汝璈等为代表的人
文，连点成线，连线成片，
形成近 10平方公里的生
态走廊，成为南昌市老
城区人文生态主轴。

下半年南昌高中学考
笔试下周末开考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实习生 杨子璇

年轻设计师揭秘旅游LOGO创作过程

“魅力中国·江西”展现5类特色元素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南昌西湖区一店面装修连遇蹊跷事——

城管罚款打白条 垃圾清运费可讨价还价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南昌梅湖景区花博园
明年4月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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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2 月 8
日，记者从南昌市规划局获悉，为完善
区域骨架路网，支撑和引导九龙湖新城
铁路货运线以南区域发展，促进用地与
交通的协调发展，九龙湖新城的九龙大
道将向南延伸，连接城市南外环。

据悉，九龙大道南延伸段北起赣州
大街，南至南外环，是九龙湖片区的重

要对外通道之一。该段全长约 2.8 公
里，定位为城市主干路，规划红线宽 66
米，四块板断面，主线双向八车道，辅路
单向单车道。道路北侧对接现状九龙
大道，沿线与铁南大道、规划路、曾港大
道等道路连接，南侧对接南外环收费
站，分别下穿轨道基地跨线桥和货运线
铁路桥。

南昌九龙大道将南延近3千米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12 月 8
日，记者获悉，南昌慈善义工协会已启
动第十批支教老师下乡支教活动，招募
8 名支教老师，支教一个学期，本期为
2017年2月至2017年7月。

记者获悉，参加支教条件需政治

思想好、爱党、爱国、身体健康。具备
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和在校应届
毕业生均可），师范类专业或有相关工
作经历者可优先考虑；遵守支教学校
纪律，服从教学安排，完成交予的教学
任务。

爱心支教 南昌招8名老师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向斌）“快来
看啊，市供电公司的电工来给咱们的光
伏板安转电表了……”12 月 7 日上午，
樟树市昌傅镇袁江村贫困户余海军说，
光伏板安转电表后就可以并电上网了，
他们这些贫困户年户均可增收800元。

近年来，昌傅镇创新精准扶贫新模

式，引进江西欣荣新能源公司走“光伏扶
贫”新路子。目前，该公司已投入200多
万元，在镇政府、各村村委会和中小学校
等楼房屋顶架设近2000平方米光伏板，
其中袁江村就有 400 多平方米。据了
解，“光伏扶贫”模式将在该镇推广，让全
镇415户贫困户普遍享有“阳光收益”。

昌傅镇“阳光收益”助扶贫

本报东乡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饶
方其）12 月 7 日，东乡县岗上积镇清湖
村北岸石场旁出现了既危急又暖心的
一幕，该镇清水村村民吴天水、黎红花
骑电动三轮车不慎掉入廖坊灌渠。东
乡县岗上积镇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将村民救起。考虑到天
气寒冷，民警将自己的制服棉袄脱下，

为伤者保暖。
据民警介绍，幸好渠水不太深，湿

透的伤者爬到干燥处浑身发抖。因担
心伤者挨冻，民警王桦忙将自己的制
服棉袄脱下来给村民保暖，直至消防
大队和 120救护车赶到。

随后，两名伤者被抬上岸堤，送往
医院抢救。

骑车坠堤 民警脱棉袄为伤者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