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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南昌天气天气 黎明黎明播报播报

高考晴雨相间
气温最高33℃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始于
上周日晚上的雨水，到本周一中午停
了下来。周二，受雨水影响，南昌天气
较凉爽。高考期间气温较高。

周一迎来芒种节气，表明盛夏登
场，包括南昌在内，我省多地迎来较强
降雨过程。高考期间，阳光和阵雨相
间，午间气温较高，最高温度在 33℃，
有些许闷热，考生要做好防暑降温准
备，适当补充水分，最好选择清淡可口
的食物。

6 日 ，南 昌 中 到 大 雨 转 阵 雨 ，
21℃～26℃；7 日，多云转晴，21℃～
31℃；8 日，晴转阵雨，23℃～32℃；9
日，雷阵雨转多云，23℃～33℃。

6月 4日，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凤凰洲市民公园建军雕
塑广场上，施工人员正在对

“挥师渡江”雕塑组进行扫尾
焊接。据了解，随着人物最
多、工序最复杂的“挥师渡江”
雕塑的安装到位，建军雕塑广
场9组雕塑已经全部安装完
成，8月1日全面开放。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建军雕塑广场9组雕塑安装完成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5日，记者从南昌市教育考试院
获悉，《南昌市2017年城区高中阶
段招生录取办法》于日前印发。
据了解，今年南昌中招录取工作
与去年基本相同，录取实行网上
管理，城区高中阶段招生设置6个
批次22个志愿。6月9日至11日，
考生可进行中考志愿模拟网报，
但这不作为录取依据。

第一批重点高中计
划招6900人

据介绍，与去年一样，今年南
昌市中招工作仍围绕“估分填报、
平行志愿、学校阅档、限时报到”
的总体要求开展，且执行“零择
校”政策，坚持一切按规定办、按
程序办、尊重考生分数与志愿，录
取结果一个不改、一个不退，同时
严格执行计划，严格控制班额。

根据此前南昌市发布的市属
普通高中、职业中专（高中）招生
计划表，今年南昌市市属高中计
划招收 27530 人。其中，普通高
中计划招收 15300 人，职业中专
（高中）计划招收 12230 人。具
体来说，今年，南昌市第一批重点

高中计划招生 6900 人，第二批重
点高中招 4110 人，省建设重点高
中招 2640 人，一般普通高中招
1650人。

今年，南昌中招录取工作继
续实行网上管理，网上填报志愿、
评卷、成绩公布，查分结束后，按
相关规定推行网上划线、录取、结
果查询。城区高中阶段招生设置
6个批次22个志愿：中招录取按提
前批次、第一批省级重点高中、第
二批省级重点高中、省级重点建
设高中、一般普通高中和职业中
学（中专、高职）的顺序分批次择
优录取。

17日至19日文化考试
与去年相同，今年南昌市继

续根据招生计划、中考成绩和考
生志愿，分别划定各批次及招生
学校的最低投档控制线。其中，
师范定向招生最低投档控制线不
低于第一批省重点高中最低投档
控制线；普通高中每批次统招最
低投档控制线根据该批次招生计
划按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从高到
低顺序位划定；招收国际班和体
艺特长班（生）的普通高中，由有

关招生学校根据本校的办学实际
制定特长班（生）招生方案，明确
招生计划、报考要求、专业测试安
排、中考成绩最低控制线及专业
测试成绩要求等。

在各批次投档控制线上，南
昌市教育考试院将根据招生计
划、考生中考总分和志愿按均
衡生、统招生和特长班（生）的

顺序向招生学校投档，投档比
例为 1∶1。需要注意的是，凡经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今年高中招
生计划的民办高中，享有与同
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
利，面向社会自主招生。

另外，记者了解到，《南昌市
2017年城区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日
程安排表》也于日 前公布。

5月 29日，叶园枝和往常一样帮瘫
痪在床儿的子擦洗身子。

年近七旬的叶园枝是万年县珠田
乡珠湾村村民。她的儿子王国民 1995
年因从三楼摔下造成下身瘫痪，儿媳改
嫁。22年来，她和老伴一直照料儿子。
祸不单行，2010年，孙子王乃亮被查出
患有强直性脊柱炎。2012年，老伴突发
性脑溢血引起中风手脚不便。照料爷
孙三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她的肩
上，每天起早贪黑，忙里忙外。

“为给孙子治病，去上海、南昌等地
求医问诊，医生说很难根治。好在有不
少好心人帮忙。2013年，一名出租车女
司机捐5000元给我孙儿治病，并通过各
种渠道筹集 3万元。”叶园枝告诉记者。
王乃亮平时爱陪他的爸爸聊天、下棋。
他想找工作，为家里出份力，由于患有
疾病，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年复一年，叶园枝身体大不如前。
村里医生说，她血压高，要注意身体。

面对不幸，她曾爬上水库大坝。但
她想到，她是爷孙三代人生活的全部，
再难也要撑起这个家……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影报道

日程安排

● 6月9日至11日：安排中考志愿模拟网报（不
作为录取依据）；

● 6月17日至19日：中招文化考试（发放志愿填
报密码卡）；

● 6月19日至21日：部分城区普通高中特
长班（生）招生学校二次组织特长班（生）招生报
名测试；

● 6月22日：部分城区普通高中特长班（生）
招生学校将二次专业测试入闱考生名单和测试成
绩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

● 6月23日至25日：考生在网上填报志愿；
● 6月22日至29日：集中网上评卷；
● 7月3日：9时公布中考成绩，下午学校开始查分登记；
● 7月3日-4日：学校查分登记并网上上报至市教育考试院

（7月4日16：00截止）；
● 7月6日至25日：分时段分批次进行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

7月26日：全面结束录取工作。

南昌中招录取办法出炉

招录日程细安排 中考生请看过来
市属高中计划招收27530人 本周进行中考志愿模拟网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
月 5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市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建筑垃圾
及散装物料运输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从 7 月 1 日起在重要
路段、出入口设执法卡点，最大限
度控制出土工地和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为加强施工工地出入口管
理，有效控制运输车辆挟带泥沙
污染城市道路，降低路面扬尘污，
南昌市决定从 7月 1日起，在全市
重要路段、出入口设立执法卡点，
最大限度控制出土工地和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
生。同时，要求在重点区域内从
事建筑垃圾运输的企业必须使用
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车。

为方便各建设、施工单位查
询重点区域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
企业及车辆，南昌市整治办将对
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实行名
录制度。名录每月在南昌市城管
委网站更新一次。7月 1日起，重
点区域的城市管理部门对未列入
名录的运输企业，不得核发建筑
垃圾准运证，南昌市建委、市重点
办、相关城区等部门也将督促建
设、施工单位不得使用非名录上
的运输企业及车辆在重点区域范
围内运输。

即日起，建筑垃圾运输时间
明确为每日21：00至次日6：00，符
合要求的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含散装物料运输车辆）可到南
昌市公安局交管局办理通行证。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近
日，记者在南昌县东新乡了解到，
一款名为“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
的软件在东新乡被率先开发运
用，让工作任务“线上部署、线上
落实、线上监督、线上反馈”，以信
息化举措增进拆迁工作的时效性
和征迁户的获得感。

东新乡房屋征收安置办副主
任徐昀超告诉记者，原来，几个月
的拆迁工作中，要制作几百页材
料，统计数万个数据。今年拆迁
工作开始时，徐昀超发现，情况有
些不一样了。

“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软
件运用软件平台等级、管理、跟踪
征收工作全方位信息，从房屋丈
量、征收协议签订到资金申请、资

金拨付进度全过程留痕，标准“一
定到底”，所有涉及切身利益的信
息全都公开透明，征收指挥部和
村征收干部可直接在软件上实时
掌握和推进征收工作。

据了解，这款软件将征收前
航拍掌握的房屋信息导入系统作
为软件的基础信息，其中包括每
栋待征收房屋 5 个面的实景照
片，房屋面积和房屋居住人的信
息，将房屋地理坐标、实景照片和
互助信息关联起来，并导入征收
政策、计算公式等，不仅简化工作
程序，还有自动纠错功能。“现在
可在网上填写，直接生成表格上
报上级。以前的一大摞材料现在
全浓缩成几KB数据，工作效率提
高了好几倍。”徐昀超坦言。

地铁施工调整
保障考生休息

中招

高招

下月起设执法点
建筑垃圾不能乱运

房屋征收信息化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无悔的选择

南昌启动“洪城海鸥计划”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近日，南昌

市启动“洪城海鸥计划”，旨在鼓励海外人才
来昌开展创新活动。据悉，引进的海外人才
创新团队项目可获不少于 18万元的经费资
助，海外人才个人项目可获得不少于 6万元
的经费资助。

据悉，“洪城海鸥计划”引进的海外人才
主要为外籍专家和港、澳、台籍专家及留学
人才。其中，留学人才须为依照国家规定公
派、自费出国（境）学习并获得硕士及以上学
位的留学人员或在国内已获得硕士及以上
学位，公派到国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研修
连续两年以上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访问学者
和进修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洪城海鸥计划”所引进
的海外人才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工作协议一
年及以上（每年不少于15个工作日），引进的
海外人才创新团队项目可获得不少于 18万
元的经费资助，海外人才个人项目可获得不
少于6万元的经费资助。

法院设智能柜 方便递材料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近日，为方便当

事人反映诉求、递交材料，南昌市东湖区人民
法院以打造“两室一柜”——信访接待室、法
官接待室、智能材料收转柜为突破口，开始了
法院群众接待服务工作全面升级。

去年10月，东湖法院完成了对原有信访
接待室的升级改造，安装高清红外线同步监
控，并对墙面进行软包处理，对远程视频接
访终端进行维护。同时，该院新制定了一整
套信访接待制度和院领导接访日制度，由院
领导定期轮流接访、信访接待室专人全天接
访、承办法官及庭室负责人带案接访。此
外，东湖法院还在诉讼服务大厅新设“收转
发 e中心”智能柜，当事人可用此柜向案件主
审法官递交材料，法官也可通过收转柜向当
事人送达法律文书，所有环节有短信提醒。

叶园枝帮儿子擦洗身子。

叶园枝在菜园里摘菜叶园枝在菜园里摘菜

王乃亮和父亲下棋王乃亮和父亲下棋

大雨过后 清淤自救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黄宣）近日，受强

降雨影响，樟树市黄土岗镇部分地势低洼的
自然村农作物被冲毁。6月4日，在该镇皮洲
村，许多村民纷纷下地清淤展开自救。

暴雨停歇后，皮洲村党支部书记皮仁根
便组织村民开展清理工作。他把村干部分
三组：一组去村民家里了解情况并帮助村民
排水清淤；一组到农田查看农作物；还有一
组负责河道清淤工作。“魔芋、地瓜等已长成
的作物受影响小些，只要把垃圾和杂物清理
干净、扶正、固定就可以，基本不影响后期生
长。但二晚秧苖被冲毁，赶不上季节，得抓
紧时间补播。”村主任皮小根说。

近日雨水多 驾车要慢行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6月 4日 21时 47

分，江西高速交警七支队七大队民警接到事
故报警，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辆小型
普通客车停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车头
前部已损坏。

经调查，这是当事人刘某某驾驶小型普
通客车行驶到济广高速公路1364KM+100M
时碰撞护栏所致。经过查询行车记录仪和
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当时在雨天驾驶的
速度较快，时速超过100公里，这是导致事故
的直接原因。后来当事人对于雨天未减速
供认不讳。除了以此认定当事人的全责，当
事人受到罚款200元，计分6分的处罚。

图说

南昌部分道路16日起单行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6月 5日，记

者从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从今年 6
月 16日起，西湖区银环路、观洲街将实行交
通管制，全天候只允许车辆单向通行。

据了解，管制期间，西湖区银环路（云锦
路至观洲街段）全天候只准机动车由北向南
单向通行；观洲街（抚生南路至银环路段）全
天候只准机动车由东向西单向通行。

南昌交警提醒，违反规定“闯禁行”的，
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罚款 200元、
记3分处罚。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中、高考即将
来临，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的影响，给考
生创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南昌地铁分类调
整施工，提前 2天采取降噪措施，要求毗邻
学校、居民区且正在进行噪音较大的连续
性施工的工地，尽量将施工作业安排在6时
至9时，或在合理范围内提前完成施工。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介绍，六眼井站毗
邻南昌市二十中，施工调整后，项目部提前
增加施工人员及设备，将噪音较大的灌注
桩施工抢在高考前完成。在周边居民区
较多的绳金塔站，施工人员也将吊装施工
安排在白天，避开考生晚间休息时间。

南昌地铁还在施工现场配备噪声测
试仪，由各工区施工现场专职安全

环保员对施工现场噪声进行严格
监控，当噪音超过标准时立即
停工。同时加强人为噪音管
理，杜绝人为大声喧哗和设

备鸣笛，一律采用
对讲系统和手势
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