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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加大学校结核病防控力度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日前，南昌

市卫计委、南昌市教育局联合下发通知，拟
进一步加大该市学校结核病防控力度，要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督促学校落实日常晨
检、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踪、改善教学和生活
环境等防控措施。

根据有关通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将结
核病防控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定期
督导检查学校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要将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纳入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计划，实行目标考核；组
织开展对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疫情监测、
技术指导、预案制定、疫情处置等工作。

按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学校
落实日常晨检、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踪、改善教
学和生活环境等防控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学
校结核病主动筛查工作，按有关规定将结核
菌素皮肤试验等结核病检查项目作为新生入
学体检和教职工常规体检的必查项目。对体
检和筛选发现的疑似或临床诊断结核病病例
及时进行疫情报告和转诊。对医疗机构已开
具休学诊断证明的学生病例，学校要严格对
患肺结核的学生采取休学管理。

赣州网络司法拍卖超亿元
本报赣州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珠）9

月 13日，记者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自3月11日瑞金市人民法院通过淘宝网成功
拍卖一辆轿车，完成赣州市首次网络司法拍
卖后，该市网络司法拍卖成交额超1亿元。

据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3月底前搭
建好网络司法拍卖平台，4月1日在市、县两级
法院全面推开网络司法拍卖。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公民可在线报名，经法院实时核
验身份并缴纳保证金后，可取得竞买代码参
与竞拍。目前，赣州网络司法拍卖标的物包
括房子、汽车、建材、手机、金饰、葡萄酒等，共
在淘宝网挂出拍卖标的 429件，成交 109件，
平均溢价率26.62%，成交总额1.2258亿元。

上饶创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赵影）日前，国家旅游局

公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名单，我省“上饶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入选。

据悉，示范区创建周期为 3 年，建设期
满，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组织
专家验收，验收合格方能正式认定为国家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区将积极探索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
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推
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在产业化改革创新等方
面先行先试，推动旅游业与养老相结合，与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特点鲜
明、优势明显、综合实力强、具有示范辐射作
用和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项目）。

村民接力勇救三名落水者
本报万年讯（记者赵影、吕玉玺 通讯员

叶冰）9月10日15时，万年县珠田乡坪上村民
盛美枝骑电动车带两个孙子途径村口便桥时
不小心落水，电动车很快沉入水底……

在危急时刻，路过的村民韩金军、韩烨
父子跳入河中救人。“我靠近时，两个孩子抓
住了韩烨，大人不见踪影。”韩金军说。他潜
入水下，推着韩烨和两个孩子游往岸边。这
时，路过村民韩细良跳入河中，合力把韩烨
和一个孩子带到浅水处。不料，另一个孩子
因没抓紧被冲走。韩金忙与韩细良潜下水，
在离岸边 5 米处发现了孩子，将他救上岸。
与此同时，该村村主任韩福仕也跳进河中，
寻找盛美枝。经数人合力，把盛美枝救上
岸。幸得救及时，盛美枝转危为安。

驾车顶着交警狂奔 无证司机被拘
本报宜春讯 （记者蔡颖辉）一名司机无

证驾驶遭遇检查时，竟顶着交警夺路而逃，
最后撞坏警车无路可逃才束手就擒。

9 月 11 日 21 时 14 分，在宜春市环城南
路，宜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西村
中队民警正在开展夜查行动。此时，一辆白
色面包车驶来等候红灯。交警上前检查，要
司机出示驾驶证，司机突然发动车辆，向交
警冲去。交警情急之下，跳上引擎盖抓住车
窗。司机不顾交警的生命安全，驾车急驰。
在逃逸时，司机驾车数次想把交警甩下车，
未达到目的。

见此情景，其他交警立即驾警车追赶。
司机慌忙逃入一居民小区，因不熟路况返
回，匆忙间撞上一辆小车。这时警车追至前
方，面包车司机驾车撞击警车后被迫停车。
在此过程中，交警在面包车引擎盖上10多分
钟。拦下面包车后，受伤交警被送往医院，
司机在车内不出来。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
局珠泉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将司机控制。

经查，司机方某，曾因醉驾被吊销驾驶
证，事发时属无证驾驶。为逃避检查，采取了
过激行为。12日，方某被袁州警方刑事拘留。

随着昌北国际机场乘客增多，
众多“网约车”也聚集在此。

9月13日，记者从机场交警获
悉，每天有1000余辆次的“网约车”
在此进出。为保障交通秩序，机场
交警将在本月25日启用两处电子警
察，进出机场车辆若有乱停、逆行、
乱行行为会被抓拍。

为更好地规范“网约车”，机场
交警建议，在机场范围内为“网约
车”专门建一处停车场，这样既满足
旅客乘车需求，也方便对“网约车”
进行规范管理。

扎堆停靠
其他车“见缝插针”

“今年以来，机场道路上出现的
‘网约车’越来越多。经调查，在机
场运营的‘网约车’每天有1000多辆
次。”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徐志勇介绍，在航班较集
中时间段，“网约车”和在机场揽客
的各类私车几乎占据了航站楼前的
高架桥和机场大道。

“很多‘网约车’司机会驶入航
站楼前的高架桥候客，他们利用监

控死角，在高架桥南面转角处扎堆
停靠。其他车辆上下桥只能‘见缝
插针’式穿行。”徐志勇说。

机场公安局交警支队调查发
现，“网约车”在昌北国际机场的主
要聚集地在机场南二西路宾馆附
近、西三路路边草地、东一路与东二
路交界处、南二东路、东三路，以及
机场围界6号门、东二路空调站附近
和急救中心附近空地，和机场宾馆、
老集团办公楼门口等10处。

玩“捉迷藏”
有司机屡教不改

据介绍，每天进出该机
场的“网约车”数量远远超过

了出租车的数量。
“归属于不同平台、不同公司

的‘网约车’司机不仅抱团在机场
接单，而且还利用微信甚至对讲机
联系、分工配合。”徐志勇介绍，机
场交警为摸清情况，曾多次组织便
衣民警侦察。结果发现部分“网约
车 ”利 用 对 讲 机 等 通 讯 工 具“ 派
单”，还以此来躲避民警和其他监
管部门的纠处。

“10 多辆‘网约车’聚在桥上接
客，一看到交警纠处就跑，和交警

‘捉迷藏’。”机场公安局交警支队的
执勤民警介绍，民警现场纠处难以
对所有乱停车辆予以处罚，令个别

“网约车”司机抱有侥幸心理，从此
长期在桥上“趴活揽客”。另外，即

便是现场对候客“网约车”纠处开
单，由于只能依法作出罚款 150元、
不记分的处罚，也令部分“网约车”
司机就算受罚也屡教不改。

据了解，9月1日至今，机场交警
每天查处违法行为110余起；其中违
法停车 80 余起、超速 20 余起、违反
禁令标志标线 10余起。其中，涉及

“网约车”的约占 30%；此外，机场交
警每天还能逮到一两起故意遮挡号
牌的“网约车”违法行为。

电警上岗
建议建专门停车场

为打击违法行为，从 9 月 25 日
起，除原有的机场高架桥桥面路

段、机场大道进出机场路段安装的
电警对各类交通违法进行抓拍外，
交警还将在机场东一路与南二东
路路口路段、机场东二路与南一东
路路口路段这两处路段启用电警
抓拍违法车辆。另外，从 9 月 25 日
起，机场东一路与南二东路路口路
段、东二路与南一东路路口路段将
禁止机动车辆停放，东二路与机场
大道交界处禁止机动车掉头，机场
大道靠近 T2 航站楼右转道路机动
车须单向行驶。

“新增电警抓拍和即将实施的
交通管制措施，就是为扼制接送机
车辆，特别是‘网约车’交通违法的
势头。”徐志勇表示。

“‘治堵’在疏不在严。”徐志勇
说，频繁进出机场的“网约车”确实为
旅客带来了便利，能满足拥有巨大吞
吐量机场的交通需求，这一点不容忽
视。据此，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
警支队在增设电警、加强管制的同
时也向江西机场集团慎重建议：召
集相关部门就“网约车”在机场管理
问题进行研讨，就
规划专门的
网约车“停车
场”提出可行
性 的 管 理
方案，以依
法依规、科
学 规 范 管
理“ 网 约
车”在机场
的运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今年年底前，对幸福渠幸福二支
河、龙潭水渠、乌沙河（北段）、西
湖、玉带河北支 5 处黑臭水体整
治达到“初见成效”目标；制定共
享单车停放管理规定……9月 13
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市对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提出诸多目标。

整治5处黑臭水体
据了解，南昌对水生态治理

进行顶层设计，全方位、多角度深
入开展水生态治理工作；加快赣
江水源保护和治理，全面排查赣
江南昌城区段入河排污口，严厉
打击非法设置入河排污口，防止
污水直接排入赣江污染赣江水
体。

加快抚河和赣抚平原西总干
渠水源地保护；完成南昌市城区
幸福渠幸福二支河、龙潭水渠、乌
沙河（北段）、西湖、玉带河北支 5
处黑臭水体整治，今年年底前达
到“初见成效”的目标。

今年年底前，完成南昌县污

水处理厂、进贤县污水处理厂和
红谷滩新区九龙湖污水处理厂一
级 A 提标改造。2020 年底前，象
湖、红谷滩、青山湖、瑶湖污水处
理厂等逐步实施除磷脱氮工程改
造，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制定共享单车停放
管理规定

南昌还要对公路、铁路沿线、
城市出入口及城乡接合部，以及
沿江沿湖和山体周边进行整治，
湾里区、安义县要重点对梅岭山
脉周边环境整治。

全面推行“马路本色”行动，
利用雾炮车加强对城区道路开展
降尘除温增湿作业。并加快推进
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与建筑
垃圾管理信息共享平台的对接工
作，今年年底前实现对接率 80%，
2018年年底实现对接率 100%，全
面实施车辆上线监管，实现锁车、
限速等智能管控功能。

2018年完成城区道路非机动
车停放泊位设置。同时针对共享

单车违停现象突出的问题，要加
强整治，约谈相关企业，研究制定
共享单车停放管理规定。

改造小型混合垃圾
转运站

南昌将全面实现城区生活垃
圾 100%无害化处理、垃圾分类率
达 35%、垃圾焚烧处理率 60%、农
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0%目标；3
年内改建、新建垃圾站中转站 42
座、公厕54座。

结合南昌市将实施的垃圾
分类实施方案，对南昌市现有小
型混合垃圾转运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以对接垃圾分类收集系
统。计划 2018 年至 2020 年，按
每个城区、开发区（新区）配套 2
座至 3 座中型垃圾中转站（日转
运能力 150 吨至 200 吨）。将现
有市区约 117座小型混合垃圾转
运站改造为有害垃圾贮存池、可
回收物贮存池或易腐垃圾和其
他垃圾的收集站点或电动垃圾
收集车充电站等。

当“和谐号”动车从沪昆高
铁弋阳站驶过时，途中能看到焕
然一新的弋阳县弋江镇车站街
社区。车站街社区地处弋江镇
北部，有居民 802户，3084人，因
原浙赣铁路弋阳西站位于此而
得名。社区街道两侧，白墙蓝
瓦，民居庭前屋后，干净整洁。

当年的铁路护路队员、退休
干部纪水碓向记者介绍：“弋阳西
站原是浙赣铁路上的一个重要
中转站，大量客流和煤炭、木材等
物资在这里集散。1974 年停运
后，繁华喧嚣远去，当地渐渐成房
屋破旧、道路坑洼的棚户区。”

车站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徐
桂花向记者谈起了车站街的“变
形记”，社区党支部积极响应弋

阳县委、县政府打造“洁净弋阳，
品味小城”的号召，把创建文明
生态社区，营造和谐美丽家园作
为“党建+”引领的首要项目，大
力实施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
积极争取资金做好道路硬化、绿
化、亮化、美化工作，逐步完善排
水排污管网、文化娱乐场所等基
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长效卫生
保洁机制，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一支党员志愿者队伍经常
在大街小巷义务保洁，挨家挨户
收集生活垃圾送到社区建造的
清洁小屋分类处理，把生活垃圾
变废为宝，不少居民将处理加工
做成的有机肥种花种菜。”清洁
屋义务管理员、居委会主任刘桂
花说。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向斌、
韩莹）河水变干净了，在岸边也闻
不到异味了……如今，樟树市大
桥街道土塘村村民叶志如晚饭
后喜欢到上村头的芗溪河堤岸
瞧瞧。9月11日，叶志如说，芗溪
河旧貌换新颜，得益于街道开展
整治活动。7月，该市环保部门
对街道芗溪河水质监测点取样
检测，发现已达Ⅲ类水质标准。

近年，因芗溪河流域周边畜
禽养殖场增多，部分水塘沟渠淤
塞，导致水质污染严重，去年环保

部门取样检测后列为劣V类水。
今年 3月起，大桥街道大力开展
集中整治活动。半年来，大桥街
道将芗溪河沿岸 1000米范围划
为生猪禁养区，关停生猪散养点
和猪场73家，对河面7家水禽养
殖户实行限养禁养。同时，进行
疏浚清淤，清理排污渠 4000 多
米，清理水塘7个。此外，该街道
农技站还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
肥、农药，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
和精准施肥技术，降低农业面源
污染。

整治污染源 芗溪河变清了

每天千余辆次进出昌北国际机场 扎堆停靠影响交通

再添电警“网约车”揽客要守规矩
机场交警将加强监管 并建议规划专门停车场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南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出诸多目标

对接垃圾分类 转运系统要升级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在行动

弋阳车站街社区“变形记”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通讯员 熊福俭

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前高架桥上有不少“网约车”停靠。
（监控截图）

交警纠处乱停的“网约车”。
本报记者蔡颖辉摄

9月13日，南昌市彭家桥附近的玉带河，水体改变了往日黑臭的面貌，静静流淌。 本报记者 尹晓军摄

弋阳车站街社区新景弋阳车站街社区新景。。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