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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春节过后，各地造林绿化工程
陆续展开。在安福县，连年无人问
津的杉树苗终于迎来回暖趋势，不
仅单株价格提高了一倍，销路也不
成问题。同样在我省，不少苗木基
地却呈现市场低迷的景象。2016年
已过去，对于整个苗木行业来说，真
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苗木市场“几家欢喜
几家愁”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2015 年，我
省苗木市场遭遇持续“寒潮”，很多
苗企因此转行，整个行业弥漫着悲
观的情绪。2016 年，市场还是没有
传来明显好转的消息，业内人士分
析，苗市仍处于5年一个周期的怪圈
内。

资料显示，2016年，我省绿化工
程总量同比略有下降，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虽然房地产工程有所减

少，但庭院绿化量大增。业内人士
介绍，2016年，我省的绿化工程呈现
出僧多粥少的局面，几家欢喜几家
愁，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前几年热炒的紫薇、罗汉松、
桂 花 等 当 年 价 格 很 高 的 名 贵 树
种，去年在从业者的跟风种植下，
其存圃量猛增，随着苗市走低，其
价格暴跌，跌幅高达 70%左右。以
罗汉松为例，胸径 10 厘米的苗原
先 卖 至 800 元 至 1000 元 ，目 前 仅
300 元。

但苗市的“好声音”也传回来了
一些。近年来我省多地力推生态建
设，对草坪需求量很大。2016年，由
于货源紧缺，导致草坪价格上涨，涨
幅约 40%。另外，白蜡、国槐等工程
苗行情开始走好，库存量少的品种，
小苗价格也开始出现上涨趋势，甚
至个别品种出现了苗农惜售的现
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2015 年南
昌地区的色块苗市场遭遇寒冬，很
多苗木亏本出售，直接导致 2016 年

的色块苗种植量缩减了不少，库存
的下降使色块苗价格开始有了上涨
现象，较2015年涨幅10%左右。

转型升级苗企能够看
到“春天”

安福县横龙镇东谷村苗木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戴金生对此深有感
触，该合作社从2009年起，发展造林
杉树苗培育面积 2000 亩，开始几年
行情尚可，苗农们尝到了甜头，可自
从 2013 年起，该合作社杉树苗连续
遭遇6年的滞销，往年苗木市场的宠
儿变得白送人没人要。

今年开春，湖北、福建等造林大
省缺少杉树苗，纷纷到安福订购，目
前已经卖掉了一部分，而且价格比
往年高出不少，每株卖 0.2 元以上，
往年每株0.1元。

虽然看上去杉树苗市场明显回
暖，但戴金生毅然决定，合作社必须
减少 1000 多亩的杉树苗面积，改种
阔叶造林树种。虽然都是以造林为

主的苗木种类，但我们侧重点已开
始向阔叶林转变。木荷、枫香等阔
叶品种，还有一级含笑、火力楠等大
苗深受广东苗木商的青睐。此外，
合作社引导苗农大量种植油茶，还
能享受政策补贴。

“不过，只要紧跟市场做调整，
加快转型升级，苗企依然能够看到

‘春天’。”戴金生说。

山上造林和城市绿化
有机接轨

奉新县一苗木合作社负责人坦
言，去年的苗木生意，可谓东边日出
西边雨。回顾 2016 年的苗市，不论
是大规格的乔木、灌木，还是小型的
造型盆栽，不仅各地的走量有所下
跌，价格也呈下跌趋势。对于 2017
年的市场，不少从业者持乐观态度，
大家纷纷认为，想要在未来的苗市
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苗木人的华
丽转身，必须在树种调整上突破。

“面对工程结构变化，从业者要

发展针对公园、旅游景区、农庄等项
目的彩叶树种、地方特色乡土树种，
加大培植力度，走精品化道路。”在
南昌市苗木行业协会负责人看来，
苗木的品种结构应随市场的变化进
行调整，培育多个品种，才能规避风
险。该人士说，如今山上造林、平原
造林项目已不多，他们正在寻求更
多的转型升级，将市场对准城市绿
化。

“我们引导苗企培育的是大
规格的苗木，并将山上造林和城
市 绿 化 有 机 接 轨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在 我 省 ，苗 木 终 端 市 场 分 两
种，即造林和城乡绿化。苗木基
地依托这个背景开发推广新苗木
品种，无疑能分享新一轮城市绿
化市场的蛋糕，为苗木行业的持
续发展注入一支强心针。今年，
在第四届江西省花博会、各大生
态公园、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带动
下，加上赣江新区批准成为国家
级新区，未来对市场的拉动应该
很大，苗市将重返春天。

近日，在深圳工作的赣州人钟
先生发现，他的身份证遗失后，被人
在深圳注册了 23 家公司。2 月 26
日，钟先生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他
担心这些公司如果从事非法活动，
会不会牵连自己受罚。

目前，深圳市场监管委、公安部
门已介入调查。

因名下有多家公司，
被要求离职

钟先生是赣州市南康区人，
2008年进入江西理工大学南昌校区
就读，身份证签发机关为南昌市公
安局经开分局。

毕业后，他来到深圳一家建材
企业上班。今年1月，公司负责人突
然找到他，要求他离职。钟先生打

听后获悉，原来公司偶然发现自己
名下有 20 多家公司，且与现在任职
的公司行业相同，怀疑他是“卧底”
搞同行竞争。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钟
先生告诉记者，通过某网站，输入自
己的姓名及身份证号后，出来的结
果让钟先生大吃一惊：与其姓名关
联的公司多达140个。

钟先生根据自己的身份证信
息，逐一筛选排查后确认，其中有23
家公司是以他的名义注册或与他有
关联。在这些公司里，其担任6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剩下的均是股东身
份。

“自己从未注册过这些公司，与
这些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钟先生
查询后，发现不少公司在深圳市场
监管委官网上查询发现存在经营异
常。

5年前身份证被盗
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相关人

士表示，由于钟先生户口已从辖区
迁往外地，不属于他们管辖范围。

钟先生告诉记者，发现这个问
题之后找到深圳市市场监管委反映
情况。通过调取自己担任法定代表
人的公司登记信息，钟先生发现信
息身份证号码一样，住址是旧身份
证信息，与目前身份证上的不一致。

记者采访了解到，钟先生曾在
2012年6月份钱包被盗，钱包内有银
行卡以及现金、身份证，事发后他马
上报案，并补办了身份证。钟先生
说：“换了新身份证后没丢过，而这
些公司是按丢失身份证住址信息注
册的。”

据介绍，企业登记申请书上的
数字证书是由方数安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的。钟先生举报后，
该公司给深圳市场监管委提交了一
份的情况说明，称：该公司经核实，
发现钟先生身份证于 2015年 1月 26
日在该公司创业授权点申办了个人
数字证书，介质编号为 C9063064。
根据钟先生提供的相关材料，该公
司认定，该数字证书是他人冒用钟
的身份申请的，并非他本人办的业
务。该公司已经将该数字证书列入
异常名单。

“当时我的身份证丢失，应该是
被人拿去注册数字证书，然后才有
现在这么多公司。”钟先生称，因为
此事，其曾多次从南昌到深圳往返
跑，路费开销数万元。

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通过查询，钟先生发现自己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 6 家公司，“张新

红”均是公司股东。
“我并不认识张新红。”钟先生

从企业注册申请书上查询到了张新
红的信息，住址为吉安市吉安县。
根据注册申请书上的电话，记者联
系张新红，语音提示“该号码无法接
通”。

吉安县公安局调查后反馈本报
记者，张新红夫妇常年在深圳宝安
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打工，没
有经商。2014年2月补办身份证，原
身份证失窃。

目前，深圳市市场监管委已发
出通报，钟先生名下 23 家公司并非
其本人注册的，而是“委托人”采用
网上登记的形式代办。据介绍，有
关钟先生被冒用身份证注册公司的
投诉，现深圳市市场监管委已组织
相关辖区局调查处理中，深圳龙华
警方也已介入调查此事。

我省成立呼吸专科医联体
本报讯（记者许卓、钟端浪）近日，由南

昌大学一附院牵头，联合省、市、县三级医疗
机构共同组建的江西省呼吸专科医联体正
式成立。该医联体旨在通过全省各级医疗
单位的协作，带动基层医疗单位呼吸病预
防、诊疗水平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我省
在呼吸疾病，特别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医疗
水平和科研能力。

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成立
的呼吸专科医联体要“连体连心”，强化医联
体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技术
支持，帮助基层推广新技术，开展新项目，促
进资源、技术和信息向下延伸，提升解决危
急重症和疑难疾病的能力。此外，要建立目
标明确、权责清晰的分工协作机制，统筹兼
顾各方利益，科学实施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重点畅通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患者和术后康
复期患者的向下转诊通道，实现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江西省人类精子库招募志愿者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2月26日，记者

获悉，今年江西省人类精子库计划面向社会
招募爱心捐精志愿者2300人。

江西省人类精子库隶属南昌市医学科
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南昌市生殖医院），是我
省唯一一家经批准建立的集医疗、科研为一
体的专业人类精子冷冻机构，主要从事捐精
志愿者的精液冷冻、生殖保险和人类精子低
温冷冻及相关研究。今年参与捐献的志愿
者可获得总计5000元的捐献补贴。

报名条件为：净身高165厘米以上，年龄
20-45 周岁（199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即
可），无乙肝色弱等遗传病、传染病，近期在南
昌、九江或附近1小时车程能够到达的区域。
志愿者将在完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供精
知情同意书，精子库会将志愿者身份严格保
密。此外，志愿者有权在任何时候退出捐献，
精子库也可根据有关文件停止捐献。

我省“高职单招”今起报名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近日，记者从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2月 27日至 3月 5日，今
年我省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生（以下简称

“高职单招”）接受考生报名。今年全省共有
55所高等职业院校具备单独招生资格，每位
考生只能报考1所高职院校，多报无效。

本次高职单招招考对象为已经参加我
省 2017 年普通高考报名并取得报名资格的
考生。报考实行“网上报名+现场签订”的报
名形式，即考生登录招生院校的网站完成网
报后，还必须于 3月 10日到所报院校进行现
场签订高职单招考生诚信报考承诺书、缴费
和确认考场，考生在承诺书中须明确选择报
考高职单考单招已经征得家长同意，并确认
被高职单招录取后不再参加6月举行的统一
考试。

目前，省教育考试院已经公布各相关高
校网上报名入口网址。今年我省高职单招
开考时间为3月11日。

男子网购配件造枪打鸟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璋）崇仁一80后李某为

了打鸟从网上购买配件组装枪支，不料为此
付出刑罚的代价。日前，崇仁县人民法院对
这起非法制造枪支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
人李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3年，缓刑4年。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5月至8月期间，
被告人李某为方便打鸟，在淘宝网上购买了
枪管、枪托、瞄准器等配件，又从崇仁县一家
工具店买来射钉枪和射钉弹后，参照网上捜
索到的图片、视频教程进行组装，并到电焊
店焊接瞄准器。同年 8月 27日，李某至桃源
乡张坊村练枪打鸟时被民警抓获，当场收缴
了其组装的猎枪一支、射钉弹 33颗、钢珠 39
颗。经鉴定，被告人李某组装的枪支属以火
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非制式枪支。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枪支管理规
定，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非
军用枪支，应当以非法制造枪支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鉴于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有悔罪表现等情节，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持续遭遇市场“寒潮”部分名贵树种价格大跌七成

转型精品化 江西苗木业期待“春天”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吴
德强）“这件青花瓷釉里红作品，起
拍价 2万，现在开始竞拍”。近日，
玉山县两个民间公益团体共同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心竞拍活
动。近百名爱心人士踊跃竞拍，最
终竞拍所得和捐助款共 8 万多元，
转交到文成镇交通事故受害者家
属徐立强手中。

2月 12日 16时 50分许，320国
道玉山县文成镇路段发生一起特大
交通事故，造成2死3伤。文成镇毛
塘村邱家组村民徐某某夫妇当场死
亡，孙女徐昕晨、孙子徐文昊、徐志
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徐昕晨伤
势严重，目前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徐
文昊肝肺脑严重挫伤、颅骨骨折，已
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两个孩子都
在杭州救治，救治费用超过 100 万
元。而徐志谦伤势较轻，现在玉山
县博爱医院观察治疗。

一场车祸，父母双亡，还有两个
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两个孩子，这对
徐立强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100
万元治疗费用对这个普通农村家庭
来说犹如天文数字。当地党委政府
一面协调巨额医疗费用，一面组织
镇、村干部群众为这个不幸的家庭
捐款，目前已筹集善款 3 万多元。
同时，爱心筹款微信被迅速传播到
当地的各个微信群和公众平台。

当地民间公益团体“春江水
暖”和吴建华团队微信群在得知这

一消息后，迅速在群里发起爱心筹
款，群友们纷纷在朋友圈转发，让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学院陶艺
系副教授祝正茂在朋友圈看到了
这条求助消息，被深深触动。他立
即联系了“春江水暖”群群主许春
水，表示愿意捐赠 3 件陶瓷艺术品
用于帮助徐立强一家。祝正茂表
示，他的老家在玉山，也时刻关注
玉山的消息。微信公益拉近了像
他这样的游子与家乡的感情，非常
值得倡导。

接到电话时，许春水非常吃惊，
一个素未相识的艺术家要捐助艺术
品，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公益
群建群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类捐赠
品，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许春水告
诉记者。经过与群友和祝教授商
量，他决定举办一次爱心竞拍活动，
通过公开竞拍来筹集爱心款。

经过激烈的竞拍，三件青花瓷
釉里红作品分别以 2.2万元、2.3万
元、2.6 万元被方凯、廖明凤、郑坚
民 3 位爱心人士拍下。“听闻徐立
强一家的不幸遭遇后，玉山县不少
企业家有意向伸出援手，这次拍下
这件非常有爱心意义的艺术品，希
望善款能为徐立强一家尽一份绵
薄之力。”

方凯告诉记者，参与这样的爱
心活动，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家都应该做的事情。

玉山一家庭遇惨祸 高校教授
捐3件青花瓷义卖

一场车祸祖孙5人死伤
爱心竞拍送去温暖希望

小伙丢失身份证 名下冒出23家公司
其中在深圳6家公司“被担任”法人代表 当地已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 余红举

2月25日，南昌市湾里区太平镇团
山村村医李家才背着用了20多年的药
箱和女儿李道菊一道为高龄老人检查
身体。团山村地处深山，海拔较高，李
家才常年行走海拔800米的山村为村民
治病，被村民亲切地称为“云端医者”。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深知父亲多
年来的辛苦和不易。自2000年卫校毕
业后，我就和父亲一起在团山村做乡村
医生，已经17年了。”李家才的女儿李
道菊告诉记者。如今，在这大山深处，
时常可以看到父女俩并肩穿行在乡间
小道上，背着药箱，为群众送去贴心的
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云
端
医
者

李家才为老人检查身体。

李家才父女俩上山采药。

本报婺源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吕富
来）近日，中国领先的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
窝联合标准排名发布了《2017最受欢迎十大
古镇》排行榜，蚂蜂窝大数据显示：江西婺
源、广西阳朔、湖南凤凰位列榜单前三。安
徽宏村、广西黄姚、江苏同里、云南束河、贵
州西江等景区一同上榜。

近年来，婺源实施“发展全域旅游、建设
最美乡村”战略，将全县 2967 平方公里打造
成为一个“零门票”大景区。2016年，该县接
待游客1750万人次、门票收入4.3亿元、综合
收入 11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19.4%、
44.7%，游客人次连续十年全省第一。

婺源成“最受欢迎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