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5日，南昌铁
路局萍乡工务段新余
探伤工区手工扫查班
张春华、潘渺清在沪昆
线新余段，进行钢轨探
伤手工扫查。

他们每天检查道
岔7组，一组道岔扫查
时间不少于30分钟，且
必 须 蹲 下 作 业 。 自
2011年干上手工扫查
工作，张春华、潘渺清
这对“排雷侠”手工扫
查“排雷”数十次。今
年春运期间，这对“排
雷侠”加大扫查力度，
用心守住安全不放松。

本报记者 杨继红
摄影报道

排雷侠铁道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深夜驾车将人撞伤后，迅速逃离
现场。令人惊讶的是，这辆肇事
车在事后竟被人为损毁，烧得只
剩车架。1 月 9 日，记者获悉，南
昌市青山湖交警大队很快找到了
这名司机。

4 日 20 时 30 分许，青山湖区昌
富路与东泰大道交界处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廖某骑电动车经过路口时，
被过路车辆撞飞。待交警在接报警
赶至现场后，肇事车辆已不见踪影；
廖某因头部遭重创，被送医进行开
颅手术，至今没有醒转。

“肇事司机可能没想到，这个
路口有监控，把当时情况全摄录下
来。”5日，青山湖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民警刘雨在调看监控后发现，这辆
肇事车在撞人后，只在现场停留了
七八秒钟。司机没有报警，也未下
车察看，倒车后迅速逃离现场。

“事发当晚没有下雨，路口能见
度不错；加上撞上一辆电动车，一定
会发出剧烈声响，肇事车的震动感
也会很强烈。换句话说，肇事车司
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事故。”刘雨
说，因肇事车司机立即驾车逃离现
场，导致伤者在事发后的近 10 分钟
时间都未被人发现，直到过路群众
发现后报警。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监控录
像将事发情况摄录得一清二楚，还
清晰地记录下了肇事车的车牌号。
民警按图索骥，很快联系上肇事车
车主——39岁的南昌人王某。

“王某接到我们电话后，承认这
辆车是他的，但称事发当晚将车借
给了朋友。”但这个借口很容易被警
方戳穿：道路卡口的高清照片证实，
事发时的司机就是王某本人。刘雨
说，经民警上门询问，并与王某家属
一道做工作，王某才承认了肇事逃
逸的事实。

按办案程序，找到肇事司机后，
下一步工作就是对事故车辆进行司
法鉴定，查明事故原因。可当王某
将民警带往停放肇事车的地点时，
大家不禁大吃一惊——这辆小车已
被烧得只剩一副车架了。刘雨告诉
记者，王某否认自己放火烧肇事车，
但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有足够证
据证明，这辆小车是“人为”毁损。
据警方推测，王某可能为逃避法律
惩处，在肇事当晚将车辆停放在偏
僻处后，放火焚烧，以图毁灭证据。

9日，因王某涉嫌肇事逃逸并导
致对方重伤，青山湖交警大队已对
其处以治安拘留15日的处罚。据了
解，本案还在继续审理中，王某将面
临更严厉的法律制裁。

怪，肇事车辆竟被人烧毁
通过监控设备涉嫌司机很快被找到

2016年“110”处警数据

救助群众11万余人

解救遇险遇困人员264人

找到走失人员9000余人次

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1400余人

出动警力180万余人次

出动车辆90万余辆次

出动船只600余艘次。

今年是南昌 110 报
警服务台成立的第 29
周 年 。 如 今 ，南 昌
“110”逐步发展为集语
音报警、短信报警、微
信报警、路灯杆报警
等多渠道，集指挥调
度、视频巡查、卡口查
缉、信息归口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现代化指挥调

度枢纽中心，成为南昌
警方开展警务活动的“大

脑”。但近年来，这个“大

脑”受到骚扰电话、无效报警电话、
受理范围外的报警电话困扰。

1 月 9 日，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
获悉，今年起，南昌市“12345”政府
服务热线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南昌
警方希望该热线能分流“110”的压
力。

据了解，去年，南昌“110”共接
听群众报警电话2732173起，其中有
效警情只有 876797 起，有效警情依
旧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为骚扰电话、
重复报警、无关咨询等，这些非警务
类警情，挤占了“110”这条“绿色生
命线”。

南昌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有

关负责人坦言，1988年南昌110报警
电话设立之初，是为便于公安机关
打击现行违法犯罪、处置各类“急、
难、险、重”突发事件。但随着公安
工作定义的不断外延以及“有困难
找警察”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少群众
大事小事都爱拨打“110”。但诸如
经济纠纷、咨询电话号码、噪音举报
等求助，超出了公安机关职责范围。

“公安职权范围外的警情即使
出警了也往往‘吃力不讨好’，无法
解决问题，群众又因此责怪我们，这
让我们很为难、很无奈。”该人士表
示，此外，接警、派警、处警、反馈等
接处警流程牵扯了不少宝贵警力，

让紧张的警务资源变得愈加紧张。
“随着南昌市‘12345’政府服务

热线全面整合，群众需稍加甄别，区
分好紧急服务救助热线与非紧急服
务热线，针对非警务类咨询、求助、
投诉等，可拨打‘12345’，政府热线
会把呼入电话统一派发到各职能部
门，指向更明确，权责更清楚，处理
更专业。”南昌警方人士表示。

他还表示：“‘110’减负并不等
于减少工作量，今后，公安机关将把
更多精力放在‘为民保安宁’事务
上，在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上多花力气，持续打造接地气、好推
进、好操作的便民服务平台。”

有效警情不到1/3 南昌“110”盼减负
非警务类咨询、求助、投诉等可拨打“12345”

本报记者 许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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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气温走低 湿冷来袭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不少

权威气象机构曾预测今年将遇“冷
冬”，可眼看到了“三九”寒冬，却还不
是很冷。但专家提醒，今冬可能前暖
后冷。

除周三到周四会迎来新一轮降雨
外，本周一头一尾都是晴朗天，但气温
一路走低。预计到周日，最低气温只
有2℃。未来几天，虽然暖湿空气仍较
强盛，但小股冷空气会分批南下，南昌
将进入湿冷状态。

10 日，南昌多云，7℃～10℃；11
日，阴转小雨，6℃～8℃；12日，小雨转
小到中雨，6℃～8℃。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1月
9 日，随着最后一道钢封门拆除，历
时 3 年多建设，国内江河规模最大、
最长的过江沉管隧道工程——南昌
红谷隧道实现了全面贯通。中铁隧
道集团南昌红谷隧道项目部负责人
王立军表示，隧道机电安装、装修装
饰等相关配套工程已同时全面展
开，预计今年6月竣工通车。

战胜重大风险
据悉，红谷隧道由南昌市政公

用集团融资代建，由中铁隧道集团
负责施工。项目穿越赣江，连接南
昌红谷滩新区与赣江东岸老城区，
隧道主线全长 2650 米，沉管长 1329
米，由12节沉管组成，双向6车道。

王立军表示，该工程于 2014 年
1 月开工，是世界上在江河中游修
建的首座沉管隧道。施工中，战胜
了超大体量沉管预制混凝土防渗

抗裂、沉管浮运穿越小净跨桥梁、
急流回旋区沉管掉头、时隔半年沉
放沉管的接头差异沉降等系列重
大风险。

产生70多项专利
据介绍，2015 年 6 月，红谷隧

道项目浮运沉放千里赣江第一节

沉管，2016 年 8 月浮运沉放第 12
节沉管。

王立军称，在红谷隧道项目施
工过程中，研发并产生了首次在江
河中游修建沉管隧道等12项世界和
国内的首创技术，产生了 70 多项发
明、实用专利。

该项目还建设了目前国内最大
的水下疏散中心，配备了全长 194
米 的 逃 生 通 道 和 两 个 总 面 积 达
331.8 平方米的消防水池和一个消
防泵房，隧道一旦发生危险，乘客可
迅速疏散到 500 多平方米的疏散大
厅，通过专门通道 90 秒可到达地面
安全地带。

巧用水下空间
中铁隧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红谷隧道东端还建成国内最大
的水下立交系统，面积约 5 万平方
米，由“3进4出”共7条匝道组成，全

长 2997 米，以“5Y+3X”形式在地下
形成多处互通立交，实现过江隧道
内车辆的多点疏解和快速分流，在
水下实现过江隧道与赣江两岸道路
网的全面快速对接。“采用沉管法隧
道施工工艺，隧道埋深浅，能迅速进
入周边路网，跟城区5条主干道实现
有机衔接，隧道竣工后，机动车可以
实现3分钟快速穿越赣江，将大大缓
解南昌城市过江交通压力。”中铁隧
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说，这是绿色的
设计理念，运营过程中没有噪音，地
下空间得到开发利用，节约了土地。

目前，隧道的机电安装、装修装
饰等相关配套工程已全面展开，计
划今年6月竣工通车。据了解，红谷
隧道的建成，将进一步勾勒出南昌

“一江两岸”城市未来生长模型，展
现出现代化滨江山水城市风貌。该
项目也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构筑水下隧道工程建设典范之作。

历时3年多建设 昨拆除最后一道钢封门

通啦！通啦！红谷隧道全面贯通
研发产生12项世界和国内首创技术 预计今年6月竣工通车

南昌青山北路将建地下综合管廊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日前，南昌市发

改委已原则同意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报送的《青山北路综合管廊可行性研究
报告》，这意味着继洛阳东路地下综合管廊
后，南昌市将新建一条综合管廊。

记者了解到，青山北路综合管廊项目位
于青山北路，南起洪都大道，北至丹霞路，管
廊位于青山北路西侧道路下。据此，青山北
路（洪都大道-丹霞路）道路改造全长约 1.9
公里，标准路幅宽约 42 米，含道路、绿化、排
水、照明、交通设施、苗木迁移及管线迁改等
工程。青山北路综合管廊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3.69 亿元，资金由业主单位自筹。项目将结
合青山北路道路改造工程进行，建设工期预
计24个月。

针对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三
中在职教师夏某吃空饷办画室一
事，1月9日，新建区教体局相关人士
称，“吃空饷不实，画室为其爱人所
开，因无证办学已勒令其停办”。

当日，记者来到举报人所指的
滨涛国际美术教育画室暗访，画室
工作人员称正在招生。

勒令无资质画室关闭
近日，知情人郑先生举报称，新

建区第三中学在职教师夏某作为在
职教师，多年来脱岗创业，是滨涛国
际美术教育和南昌意梦云兮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的实际创办人。虽然夏

某使用家属名字在有关部门注册，但
办学、考察、业务扩展洽谈都由他本
人负责。夏某长期从事参与营利性
活动，创办培训机构对学生进行培训
补课，存在违规办学和吃空饷行为。

据另一名知情人透露，意梦云
兮公司超范围经营，违法开展美术绘
画培训授课和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9日，新建区教体局教育科胡科
长告诉记者，该局纪检部门已对此
事调查核实。

“2016年秋季学期，夏某教新建
三中初一年级 4 个班的美术课。经
调查，夏某未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
定及工作纪律要求，出现让学生自
习或请班主任代课事件，但未发现
其长期不上班吃空饷现象。”胡科长

还介绍，经过调查，意梦云兮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在相关部门登记的
法定代表人为其爱人郑某，经营范
围为：教育信息咨询（中介及出国留
学除外）；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各类广告；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016 年，我局调查发现，滨涛
国际美术教育画室属未经相关部门
批准的培训机构，对外称是意梦云
兮公司的下属公司。我局当时已令
其关闭，后又偷开，我局已再次勒令
其关闭。调查中还发现，该画室张
贴了夏某个人学历及身份的宣传图
片、资料，我局已要求凡涉及在职教
师夏某本人的违规宣传资料一律不

得发放、张贴。”新建区教体局纪检
部门一名陈姓负责人称。

新建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通报了处理结果：“调查发现，夏
某确存在不遵守学校工作纪律现
象，已对夏某提出严肃批评，学校对
其及时作出严肃处理，取消年度评
优评先资格；扣除 2016 年度半年奖
励性绩效工资 2880 元；要求夏某写
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在全校教师大
会上通报；此外，学校分管领导在校
务会上作出检讨。”

发稿前，夏某回复记者称，其被
同行举报，内容并不属实。

画室仍在招生
当日，记者来到位于新建区文化

路的滨涛国际美术教育画室暗访。
该画室前台工作人员郑女士接

待了记者。记者称“孩子想学画画，
不知道能否报名”。郑女士回答：“可
以报名，一个月学费750元，每个周末
上课。如果多介绍孩子来学画画，还
可打折。”郑女士给了记者一张宣传
单，上面印有夏某照片和相关简介。

郑女士称，现在报名，年后可能
要搬到他处上课。

当着新建区教体局相关人士的
面，记者拨通了画室宣传单上的招
生电话。接电话的人称，画室还在
招生，可以报名。

对此，新建区教体局相关人士
解释，画室和教体局打“游击战”，他
们会继续查处。

这个画室无资质 被勒令关闭还在招生
新建区教体局：会继续查处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南昌中小学下周放寒假
高三年级可适当补课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 月 9 日，记
者从南昌市教育局获悉，南昌市中小学定于
下周放寒假。其中，小学、幼儿园于16日（农
历腊月十九）放寒假，中学放假时间为 20
日。下学期南昌市各学校统一于2月12日开
学，2月13日上课。

南昌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寒假期
间，在坚持自愿和不收费的前提下，高三年级
可根据教学需要适当安排补课，补课时间不
超过假期的三分之一，但不得安排晚上补课，
天气恶劣时应立即停止补课。除此之外，其
他任何年级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补课。

按南昌市有关要求，各校不得在假期举
办学科培训班、特长班、奥赛班、兴趣班、提高
班等，不得将校园、校舍出租给其他教育机构
举办各类培训班。

根据《南昌市 2016—2017学年度第二学
期全日制中小幼校历安排》，新学期南昌市中
小学、幼儿园于 2 月 12日（农历正月十六）开
学。小学、幼儿园于 7月 1日放暑假，中学于
7月4日放假。

为方便做生意竟偷拆护栏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护栏频频被人

移动，道路露出缺口，导致车辆可随意掉头、转
弯，造成交通拥堵。1月8日晚，两名女子再次
趁天黑偷拆护栏时，被附近蹲守的南昌市青云
谱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逮了个正着。9日，两
名女子均获5日治安拘留的处罚。

青云谱交警三中队指导员罗涛告诉记
者，因用于隔离墅溪路东西方向机动车的隔
离护栏被偷拆后，路中的缺口可让过路车辆
随意穿插马路，民警只能在第二天发现后再
对缺失护栏进行修补。于是，辖区三中队要
求民警分组在墅溪路上蹲守。

8 日 20 时，民警按惯例在墅溪路隐蔽处
蹲守时发现，两名女子四处张望后，就用工具
将一段护栏拆除，还打算把护栏运走。几名
民警立即上前喝止，将其人赃并获。

经询问，这两名女子是附近一家洗车店
的员工；她们多次拆除护栏，是希望打开道路
缺口，好让对向的车辆直接转入洗车店，方便
招徕生意。

9 日，记者从青云谱交警大队获悉，赵
某、王某因为破坏交通设施，被派出所处以治
安拘留5日并处罚金的处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摄摄

护林员盗砍红豆杉被刑拘
本报广丰讯（记者邹晓华）日前，广丰区

森林公安局铜钹山派出所接报警称，铜钹山
垦殖场护林员王某砍伐红豆杉。民警于当日
前往案发现场，经现场勘查取证后，犯罪嫌疑
人王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被刑事拘留。

据悉，王某认为，红豆杉有抗癌作用。但
他不知道，以普通方法并不能从红豆杉树上
提取出紫杉醇。铜钹山派出所所长周流敏提
醒群众，红豆杉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任何破坏行为，都要负法律责任。

南昌“慈善情暖万家”活动启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1 月 8 日，南昌

慈善义工协会 2017 年春节“慈善情暖万家”
活动启动。

据了解，南昌慈善义工协会将在春节期
间深入抗战老兵、空巢独居老人、残障人士、
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等 300 户困难群众家
中走访、慰问。同时，南昌慈善义工协会还将
开展系列活动，如：邀请一线环卫工人吃年夜
饭，为环卫工人送节日礼品，邀请书法家为困
难群众免费写春联、送春联，走访慰问困难慈
善义工，关爱常年无私奉献的困难慈善义工
等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