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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南昌卖出4211套商品住宅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南昌市10月楼市

成交数据于日前公布。据统计，10月，南昌市市
区商品住宅共计销售4211套，同比下降42%、环比
上涨2%。

统计数据显示，10月，南昌市市区商品房住
宅共计成交 48.68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9%，合计
4211 套；非住宅成交 11.07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16%，合计1459套。

在二手房方面，10月，南昌市市区二手房市
场住宅共计销售2153套，面积19.93万平方米，同
比分别下降 28%和 30%，环比分别下降 15%和
17%。

从南昌市各区（新区、开发区）成交量看，10
月该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红谷
滩新区、西湖区和经开区。其中，红谷滩新区住宅
成交1478套，环比下降13%。

距离“双十一”不足 10 天，各大电商纷
纷加码管控“假货”，淘宝更是推出规则更改
公示，拟调整消保保证金规则和售假规则，被
认为是借此加大打假力度，震慑售假商家。

记者了解到，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进入公众视野并
迅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如今随着

“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物兴起，职业打假人的
“战场”也由线下实体店扩展到了线上电商平
台和网店。根据省工商部门 12315的不完全
统计，投诉电商售卖“假货”的人越来越多，索
赔金额越来越大。

网购打假有三大新特点
早在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

购假索赔，50 天时间获赔偿金 8000 元。随
后，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伴随
着网络购物的兴起，打假的阵地开始转向网
络，甚至网络打假已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化的

新特点。
根据省工商部门的不完全统计，针对电

商的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多，索赔金额越来越
大。记者了解到，有投诉不见成效后诉诸法
律。国内一家法律服务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
显示，通过分析 7000 余份网上公开裁判文
书，在牵涉职业打假争议的案件中，全国80%
以上职业打假人的主张获得法院支持。

据进贤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梳理发现，今
年 4月到 6月，该院共受理了 15起通过网络
购物引发的要求惩罚性赔偿的纠纷案件。到
7月份，经过审查已撤诉6起。

法官分析，从对案件的性质来看，网购打
假案呈现三大新特点。

网购打假案购物种类繁杂。职业打假人
主要是通过淘宝网下单，购买的货物涉及种
类杂，包括茶类、服饰、皮包等领域，且特意选
择外地省市的店家。

运作方式呈现专业化、团队化。以进贤
县法院受理的15起案件为例，原告之间就是
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团队，其专业化主要体

现在自行准备起诉材料，且法院一旦受理后，
原告就以案件已经起诉为由，再次向被告索
取赔偿。

纠纷案由发生新转变。由于2015年9月
实施的新“广告法”加大了对虚假违法广告的
惩治力度，职业打假人也抓住了这一点，在网
络购物领域，其投诉举报内容主要集中在夸
大、虚假宣传方面，包括商家使用“最”字类的
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宣传治疗功效等，而针
对假冒伪劣等商品质量的投诉并不多。

职业打假人未来空间受限
进贤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网络职业

“打假人”看中的是经济利益，通过此类诉讼，
可以换取不菲的经济回报。在“互联网+”的
时代，网络购物、邮寄等环节都是全程留痕，
网购有利于固定相关证据。

同时，网购退款程序便捷，从“7天无理由
退货”等规则出台使得网上退货十分便利，以
淘宝网为例，其还出台了“先行赔付”“运费
险”等政策，“打假人”一般都是在网购商品退

款成功后再来法院起诉索赔。
据南昌市商务局官方网站一份公开材料

显示，轰动一时的“1·20”销售假冒金龙鱼食
品油案就是由网络打假的线索而来。该案捣
毁了史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窝点，查
获生产假冒金龙鱼、道道全等品牌食用油的
工厂及仓库 3个，缴获制假油生产线 2套、假
冒金龙鱼、道道全食用油 1000 多箱、劣质原
油 500 公斤，该案件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
件，并被评为经典案件。

不过，也有部分职业打假人以“打假”之
名行“造假”之实。比如，有的“打假人”用蘸
有特殊药水的棉布将商品的生产日期擦去，
还有的通过针扎孔往面包里塞头发，以此向
商家索赔。去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将

“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行为”排除在消法保护的范围之外。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排除性”规定最终
落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职业打假人的未来
生存空间。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今年 7 月，
南昌市西湖区在繁华的中山路试点沿街商
铺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工作。试行 4个月后，
效果非常明显，记者从西湖区城管委获悉，
从本月 6日起，城管委将在全区 32条主次干
道推行店面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工作。届时，
街头音乐响起，穿着专门制服的工作人员将
到店铺外收集装好的垃圾，使南昌街头更整
洁美丽。

多年来，针对沿街商铺垃圾随意乱丢
乱倒情况，市容部门采取了增设垃圾桶、增
加清扫人员、延长保洁时间等措施，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效，但很难从源头上杜绝垃圾
乱丢、乱倒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西
湖区城管委改变工作思路，由西湖所率先
在中山路沿街商铺启动垃圾定时定点收集
工作。

“上门收垃圾，美丽音乐线，垃圾不出
店……”7 月 20 日起，位于中山路西湖区辖
区内的商铺都会听到音乐中传来的广播
声。只要这音乐响起，中山路的商铺老板
们知道保洁人员要上门收垃圾了，于是赶紧
把店里的垃圾打包装袋，放到店门边上一块
画有音符图案的区域内，等待保洁人员自行
收集。保洁员在每天的 10∶∶00 至 11∶∶30，15∶∶
00至16∶∶30，20∶∶00至21∶∶30三个时间段，上门
逐户收集店铺垃圾。保洁员付官水告诉记
者，实施垃圾定时收集后，整个街面干净了，
保洁压力也相对减轻了。

“定时定点收集店面垃圾的举措试行 4
个多月以来，得到了沿街商户的肯定，逐渐
改变了沿街商户垃圾乱丢、乱倒的陋习，使
日常清扫作业的垃圾量逐渐降低，垃圾滞留
时间大大减少，保洁效果明显，店主参与市

容管理意识也得到了相应加强。”西湖区城
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垃圾收集模
式是在沿街集中某几段路放置一些大的垃
圾桶，每天收两次垃圾，这种模式存在的弊
端是容易导致垃圾桶爆桶、垃圾散落、垃圾
桶点位地面污水横流、滋生蚊蝇等一系列问
题。甚至一些店家会直接把垃圾倒在人行
道上，有油污、异味，保洁员不但要清扫垃
圾，还要清洗路面。“这次在中山路试点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向全区推广垃圾定
时定点收集工作。”

为提高各商铺主动配合的自觉性，形成
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各街道城管所对沿街
店铺发放倡议书，征集店铺（单位）意见，明确
上门收取时间、收取次数等，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引导各经营户积极参与。他们指
导各商户自备垃圾桶，将垃圾桶放在店内，并

经常擦洗，保持干净；不要将垃圾堆放或者扫
到马路边，保持清洁；当垃圾车到达音乐响起
时，及时将垃圾送到车上，方便环卫工作人员
收集垃圾。同时，与城管执法局建立联合联
动机制，对于多次不配合的商铺，告知相关执
法部门，对责任人进行教育劝导、督促整改和
行政处罚，以确保垃圾定时定点收集工作有
力、有序、有效开展。

在前期全面试运行的基础上，本月 6
日，辖区内各城管所 60 余名专职垃圾收集
人员，穿着蓝白相间的统一服装，采取因地
制宜的办法，在辖区 32 条主次干道的沿街
店面进行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推广。各城管
所针对辖区沿街商铺经营性质不同，按“一
路一策”管理。对定时定点收集工作要求、
工作目标、收集方式、收集频次等做了明确
规定。

南昌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为巩固“美丽南昌

幸福家园”户外广告整治工作成果，南昌市城管委
城管支队直属四大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于 11
月 4日启动了为期 5天的全市户外广告专项集中
整治行动。

据了解，30 多名执法人员分成 5 个小组，
按照任务划分，分别在各个城区开展整治工
作，每个小组都配备了专业拆除施工队伍。
本次广告集中整治重点围绕阳明路、北京东
路、洪都北大道、青山湖大道、广州路、昌南
大道、碟子湖大道、抚生路、云飞路、桃花南
路、迎宾大道、解放西路、南莲路、城南大道
等 路 段 破 损 陈 旧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围 挡 广
告、线杆广告进行。截至 11 月 6 日，整治行
动已拆除各类广告 22 处 342 块，面积约 7940
平方米。

脱贫攻坚 驻村工作队给力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余敬平、陈磊）“你们

不仅帮我解决了女儿读书的问题，还给我和老
公找到了工作，真是谢谢你们……”日前，樟树
市洲上乡天符村贫困户简清紧紧握住该市国税
局局长、扶贫工作队帮扶干部熊小宁的手，连声
道谢。

樟树市创新扶贫工作机制，以精准扶贫为
重点，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切实开展单位帮扶和
干部帮扶，不断提升脱贫攻坚工作水平。该市
组建市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单位包村、
干部包户工作制度，安排市领导对 19 个乡镇
（街道）进行挂乡扶贫。同时，千余名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干部组成 120 个驻村扶贫工作队，
从“机关大院”来到“农家小院”，与乡镇、村组干
部一道，帮助困难群众谋划脱贫良策、解决实际
困难，得到了广大贫困群众的热烈欢迎。目前，
全市扶贫帮困实现全覆盖，7900 多户贫困户全
部有了结对帮扶干部，引进或正在谋划引进产
业扶贫项目 60多个。

两只“天鹅”受伤落地获救
经初步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鸿雁

本报奉新讯 （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顾丹）
11 月 5 日傍晚，两只“天鹅”在奉新县会埠镇游
落村上空飞来飞去，随后落下地面被一名村民
抓获。

当晚，奉新县森林公安局渣村派出所获悉
后，迅速派出民警前往游落村，拯救这两只“天
鹅”。据该县森林公安局副政委吕军介绍：“经初
步鉴定，这两只‘天鹅’为鸿雁，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它们是因为翅膀受伤而从天掉落。”目
前，这两只鸿雁已被送往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
心救治。

电商平台成职业打假“新战场”
投诉电商售卖“假货”人增多 索赔金额越来越大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赣马9日开始领取参赛包
迷你马选手可同时领纪念奖牌 赛事宣传片公布

本报南昌讯本报南昌讯（（记者记者陈璋陈璋））1111月月66日日，，记者记者
从江铃驭胜从江铃驭胜··20172017南昌国际马拉松组委会获南昌国际马拉松组委会获
悉悉，，本届赛事宣传片已正式对外公布本届赛事宣传片已正式对外公布，，跑友跑友 99
日开始可以前往国体中心领取纪念奖牌日开始可以前往国体中心领取纪念奖牌。。

赛事宣传片对外公布赛事宣传片对外公布
记者看到记者看到，，此次宣传片长约此次宣传片长约 3636 秒秒，，八一八一

广场广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南昌八一起义纪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念馆、、建军雕塑广场建军雕塑广场、、南昌舰主题园南昌舰主题园、、南昌军南昌军
事装备展示中心等充满红色元素的景点映入事装备展示中心等充满红色元素的景点映入
眼帘眼帘。。

宣传片回顾了宣传片回顾了20162016年南昌国际马拉松的年南昌国际马拉松的

热闹场景热闹场景，，跑友们欢乐的笑脸和围观市民的欢跑友们欢乐的笑脸和围观市民的欢
呼雀跃形成了互动呼雀跃形成了互动。。此外此外，，本届赛事的主题口本届赛事的主题口
号号、、举办时间等信息也都在宣传片中有所体举办时间等信息也都在宣传片中有所体
现现，，跑友在地铁电视跑友在地铁电视、、各大媒体微信公众号和各大媒体微信公众号和
赛事官网等媒体渠道赛事官网等媒体渠道可以可以观看观看。。

建议错峰领取参赛包建议错峰领取参赛包
记者了记者了解到解到，，赛事组委会已经发布领物通赛事组委会已经发布领物通

知知，，参赛参赛包的领取地包的领取地点设在南昌国体中心田径点设在南昌国体中心田径
场场，，领取时间为领取时间为 1111 月月 99 日－日－1111 日的日的 1010∶∶0000——
2020∶∶0000。。参赛包内容包括号码布参赛包内容包括号码布、、官方手官方手
册册、、参赛参赛 TT 恤恤、、参赛袋参赛袋。。迷你马项目的参迷你马项目的参
赛选手还可同时领取纪念奖牌赛选手还可同时领取纪念奖牌。。

参赛选手领取号码布之前需出示有效身参赛选手领取号码布之前需出示有效身
份证件份证件、、报名确认函等相关材料报名确认函等相关材料，，之后领取服之后领取服
装及其他参赛物品装及其他参赛物品。。组委会提示组委会提示，，参赛物品参赛物品
领取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领取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为为
避免不必要的排队等待避免不必要的排队等待，，选手最好错峰前往选手最好错峰前往
领取领取。。

启动志愿者培训启动志愿者培训
为进一步做好志愿服务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确保比赛圆确保比赛圆

满举行满举行，，南昌市团市委和赛事组委会日前在南昌市团市委和赛事组委会日前在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高校开东华理工大学等高校开
展了赛前志愿者培训展了赛前志愿者培训。。

此次培训此次培训内容包括通用培内容包括通用培
训和岗位培训训和岗位培训。。通用培训主要通用培训主要
包括马拉松赛事相关信息包括马拉松赛事相关信息、、志志
愿服务的要求和规范愿服务的要求和规范、、志愿志愿
服 务 通 用 技 能 等 方 面 内服 务 通 用 技 能 等 方 面 内
容容，，旨在让志愿者全面旨在让志愿者全面
掌握赛事背景掌握赛事背景、、组织组织
情况和明确志愿者情况和明确志愿者
工 作 纪 律 和 要工 作 纪 律 和 要
点点，，加深志愿者加深志愿者
对马拉松赛事对马拉松赛事
和服务内容
的了解。

音乐声响起 一齐交垃圾
西湖区城管委全面推广定时定点收集店面垃圾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小
熊猫、钢铁战士……这样的幼儿运动
会太有创意了！11月5日，南昌市红
谷滩凤凰中心幼儿园举办金秋亲子运
动会，老师们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
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孩子们的游戏
中，让孩子们在运动中锻炼身体，在游
戏中收获快乐，在参与中感悟我国灿
烂文明。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好
有
创
意
的
运
动
会

近日，青山湖区教科体系统开展“三看”和
“一球一操”考核评比活动。其中，“三看”考评包
括校容校貌、特色亮点、教学教研等内容。

图为该区永人小学学生在硬件设施提升后
的校园内开展文体活动。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