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0日，李九凤用轮椅推着
丈夫钟可炎到外面晒太阳。这样的
场景，已在于都县靖石乡水头村持
续了15年。

15 年前，钟可炎远离家乡和亲
人到福建龙岩挖煤养家糊口，不料
矿井突然发生坍塌。等被救出来
时，钟可炎的下肢已经全部麻木，
最终致残。

村民告诉记者，没有李九凤，这
个家早就散了。钟可炎当时下肢瘫

痪，大小便失禁。出事时，他们已经
有了两个小孩。接下来的日子，李
九凤独自一人扛着家庭的重任无怨
无悔。

“每天将丈夫抱到床上，给他擦
洗身子。丈夫臀部长了褥疮，还要
给他上药。”李九凤说，家里有 5 亩
地，除了照顾丈夫，她还要到地里干
农活。钟可炎脾气暴躁，瘫痪后情
绪更是不好，经常喝醉酒，有时候还
朝妻子发脾气，但是李九凤都默默
忍受。

2012年 6月，李九凤不幸患上
了鼻癌。为了治病，家里借了十多
万元。由于钟可炎瘫痪，都是李九
凤一个人去医院做化疗。不幸中的
万幸，经过治疗，李九凤的病情治愈
了。“每年都要去医院复查，病情已
经治愈确保不复发即可。”李九凤
说。记者眼前的这个身高 1 米 5 左
右的女子，眼神中透露出坚强。

李九凤称，现在小孩长大了，在
外面打工，每年会寄钱回家。“家里
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感谢帮
助过我的好心人和相关部门。没有
他们的帮助，我一个人也挺不过
来。”李九凤说。

为了解决李九凤的就业问题，
目前，于都屏山旅游区已将李九凤
招到景区上班。

七旬儿媳喻根华伺奉百岁婆婆的
故事，在上高县镇渡乡狮桥村已传为
佳话，村民称赞她是“难得的好儿媳”。

2010年，喻根华丈夫罗建中不幸
溺水身亡。2014年，婆婆黄凤娇摔倒
导致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于是，
年过七旬的喻根华便独自挑起照顾老
人的重担至今。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一边抗癌一边照顾瘫痪丈夫

坚强农妇15年扛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邹晓华文/图

▲喻根华吃力地抱起黄凤娇。
◀带婆婆出门散心。

七旬媳妇和百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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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过后，大街小巷上总少
不了手拿快递的路人。从购物狂欢
到包裹配送到家，阿里巴巴给出的
最快速度是 12分钟 18秒。进入“双
11”第九个年头，我省各大快递企业
摩拳擦掌，加人手、增车辆，强者则
赶 在 同 行 前 面 上 马 智 能 分 拣 流
水线。

可以说，今年“双11”，我省快递
企业追求的不仅仅是物流效率，而
是争相跟上电商的步伐，“汗水快
递”正逐渐变身“智能快递”。

“双11”不复当年匆忙

“双 11”网络购物过去两天，现
在购买商品进入到了紧张的配送环
节。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
示，我省快递业务量激增，创下了历
史新高。11月11至13日，日均处理
量 700 多万件，是日常处理量的 2.2
倍，其中最高 800多万件，是日常处
理量的2.5倍。

数据“爆仓”，并不意味着以往
所言的快递企业“爆仓”。11 月 14
日，在南昌市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中
通江西分拨中心，省邮政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感慨：多年来“双 11”提出
的“两不”目标似乎放在今年有点不
合适，保障不瘫痪，重要节点不爆仓
对于快递企业而言已经不再是难

题，跑得快的企业开始思考用更高
的服务质量来抢占市场。

记者眼见为实的场景是：在顺
丰江西分拨中心，面对每天 50万票
的包裹压力，整个自动分拣流水线
井井有条。库房外，进出港车辆有
条不紊地穿梭在作业区。19岁的小
李早在“双11”前培训后进入流水线
成为一名临时分拣员。用她的话
说：没来之前，无法想象包裹能用机
器进行智能分拣，效率非常高！

今年 10月，中通江西分拨中心
搬迁到赣江新区临空物流园，在新
场地新增两套双层自动分拣线，这

也是该企业第一次在“双11”用上智
能快递分拣系统。用中通江西相关
负责人的话说，今年“双 11”轻松
多了。

在一栋层高超过 8米的生产车
间内，记者看到一套周长200米的分
拣设备正在快速“奔跑”。工人将包
裹放上流水线，面单朝上，流水线上
方的智能扫描器迅速收集包裹重
量、网点代号等信息，在运转过程中
到达相应地址分拣口便会滚入收集
袋。“每小时能处理3.5万件，70名分
拣员一个班次可以处理 60 万件包
裹，分拣差错率几乎为零。”中通江

西相关负责人说，这套设备既提高
了快递服务的时效和稳定性，又节
省了大量的分拣人力。

与分拨中心运用“黑科技”提高
效率不同，智能快件箱以及商店代
办代收让快递企业末端网点派送包
裹也快了不少。负责南昌市万达星
城小区包裹派送的快递小哥小李深
有体会：现在社区不仅有菜鸟驿站、
智能快递箱，还有不少社区便利店
加入到快递“最后 100 米”服务行
列。小李说，快递派送发生了从“等
敲门”到如今下了班或有空闲去拿
的转变，效率提升很多，以往网点

“双11”包裹成堆成历史。

收投比变化折射江西
电商发展

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从
2013年到 2016年，我省电商交易额
从650亿元跃升至4361.2亿元，逐年
跨越一个千亿台阶。其中，2015 年
11 月 11 日，我省企业依托天猫、京
东、苏宁、1号店等电商平台拓展网
络销售渠道，单日网络零售额累计
达到 14.73 亿元。 2016 年 11 月 11
日，我省 1700余家企业参加“双 11”
网络促销活动，单日网络零售额突
破20亿元，同比增长约40%。

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双 11”期间，我省不仅快件的
派送量爆长，揽收量也同样大幅增

长，脐橙、蜜橘、大闸蟹、服装、箱包
等我省50多个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
台和快递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通过
电商平台收寄快件 1200多万件，支
撑我省网购产值约20亿元。赣南脐
橙在“双11”期间销售很旺，邮政、快
递企业全力提供优质的寄递服务，
目前仅瑞金顺丰速递每天的收寄量
就超过一万件。

近几年，我省电商跨越式发展，
也让我省快递行业收投不均衡的尴
尬逐年缓解。“‘双11’收投比一定程
度上反映当地电商发展水平。2009
年以来，江西快递揽收与派送数量
经历了1∶7、1∶5、1∶3的变化，从江西
揽收后发往全国的快递包裹长期远
低于进入江西的包裹数量。”省快递
行业人士介绍，2015年，我省快递揽
收为 3.83 亿件，派送量为 5.9 亿件，
收投比拉平至1∶1.5。

今年“双 11”期间，赣南脐橙成
为水果类爆款，销量独占鳌头。在
抚州东乡，竹荪、乌罗菜、茄子干，
这些毫不起眼的土特农产品被当
地荆公合作社搬上电商平台，今
年就卖出了 300 万元的数字。省
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快
递业助推我省农产品打通线上线
下销路，拓展了整个产业链辐射
范围。“快递+”“一市一品”“快递
下乡”，无一不促进我省快递派送
量 的 发 展 ，最 终 获 益 的 还 是 老
百姓。

本报讯 （记者刘斐）“消费者一
次性预存几万元服务费，不仅可享
受几万元的免费美容，还可在约定
期限内得到高于本金加利息的返
利。”近日，我省多名消费者反映，江
西红苹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红苹果”）以高额返利诱惑消
费者办卡，几次小数额款项后，就停
止返款，消费者多次要求江西红苹
果履行承诺未果。11月 14日，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省消保委发布消费
警示，提醒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消
费时，需要警惕消费陷阱，提高防范
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消保委”）和
南昌市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南昌
市消协”）分别受理了消费者对江西
红苹果的投诉。省消保委和南昌市
消协采取多种方式要求江西红苹果
积极配合调处工作，也均未得到回
应。事后，消费者不但无法获得返
利，连本金也无法取回。

“预付式消费的特点是消费者
先付费后享受服务，对经营者而言，
可以稳定客源，又可以回笼资金；对
消费者而言，既可以方便携带，又可
以享受折扣优惠，是一种双赢的消
费模式。”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一些经营者缺乏诚信，在发

售预付卡后，不履行发售承诺，甚至
“跑路”，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对个
体工商户发售预付卡行为，国家层
面目前没有相关的法规规章，处于
监管空白地带。消费者对经营者的
财务、经营状况缺乏了解，在商家易
主、店方倒闭甚至携款潜逃的情况
下，消费者合法权益很难保障。

从以往投诉情况分析，“预付式
消费”主要问题集中在预付卡消费经
营主体不合法、恶意欺诈、虚假宣传、
强制服务、变相涨价、霸王条款、突然
关门消失、单方面终止服务等方面。

“商家提供的商品、服务项目和
质量与开卡时的承诺不一致。商家

起初以高折扣或免费体验吸引消费
者，但当消费者付款办了卡后，后续
服务便大打折扣，甚至出现“货不对
版”的现象。”上述负责人介绍，商家
中途要求增加费用或频繁推销产
品，这一现象多出现在美容美发行
业，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不厌其
烦地向消费者推销产品，令消费者
非常反感，有的甚至采用胁迫式的
手段要求消费者购买或试用某些产
品。此外，由于对经营者的经营状
况并不了解，消费者往往处于被动
接管的地位，无法预知商家在经营
中的变故，一旦经营困难、破产、倒
闭，消费者的权益将难以得到保护，

更有极个别经营者可能乘机诈骗，
甚至携款潜逃，消费者很难挽回经
济损失。

为此，省消保委提醒，理性消
费，拒绝诱惑。消费者在办理类似

“预付式消费卡”时，要认真查证商
家的经营资质情况，根据自身实际
需要，科学理性选择充值金额，尽量
选择金额小、期限短的预付卡。在
办理类似“预付式消费卡”时，不要
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最好签订书
面合同。同时一定要索要票据，妥
善保管好发票、消费凭证和合同，便
于后续发生纠纷后更好的维权。

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我省3家企业入选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目前，国家住建
部公布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
地，我省三家企业上榜，分别为朝晖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江西雄宇（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中
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据悉，朝晖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装配式
预制构件厂位于新建区望城工业园区内，生
产基地占地面积170亩，目前已完成生产线安
装调试并投产运营，年设计产能 6万立方米；
江西雄宇（集团）有限公司一期水泥预制装配
式建筑生产基地已于 2017 年 3 月竣工投产，
形成了年产30万平方米水泥预制装配式建筑
构件的生产能力；二期项目已经启动，预计
2018年 11 月底竣工投产，将形成年产 100 万
平方米水泥预制装配式建筑构件的生产能
力。此外，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的赣州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已于去年
11月开工，成为我省首个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项目。

预存数万美容服务费 就可坐享高额返利？

当心 预付式消费又有新“玩法”

智能分拣给力 我省快递业无惧“爆仓”
今年“双11”收投不均衡矛盾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刘 斐

毒驾司机冲卡撞警车被拘
本报德兴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张禹）

11月 13日，面对德兴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巡
逻队员的检查，面包车司机竟然驾车撞向警
车。在民警的追击下，面包车司机被抓获，经
检测其涉嫌吸毒。

据民警介绍，当晚他们巡逻至外环路汤
家岭路口时，迎面驶来一辆可疑面包车，民警
立即示意面包车停车熄火接受检查。但这辆
车并未停车，反而是加速向前冲去。巡逻队
员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调转车头紧跟该车。
面包车行驶到东方大酒店门口，发现前面有
民警示警拦截，司机猛踩油门，直接冲卡而
过，往老城区方向逃窜。在北门加油站路段，
见到一直尾随的民警仍紧追不舍，面包车司
机驾车向警车撞去，造成警车左前部受损，而
面包车则逃入加油站对面小路中。

11月14日，凌晨2时30分许，躲藏在路边
一轿车车底的嫌疑人章某被抓获。经查，嫌
疑人章某有盗窃前科和吸毒史，尿检结果呈
阳性。目前，章某已被德兴警方拘留。

“双11”东乡电商销量大增
本报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饶方其）刚刚

过去的“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成了抚州
市东乡区电商企业的“幸福节”。14日，记者
获悉，该区订单量近 10 万单，日销售额突破
1500万元，同比增长89%。

连日来，在东乡电商创业园，“不吃饭、不
睡觉，敲着键盘数钞票”“电脑不关机，决战双
11”等类似横幅标语随处可见，每家电商企业
的客服人员紧紧盯着电脑屏幕，快速回复咨
询、完成下单等程序

近年来，东乡区委、区政府下大决心发展
电子商务，打造了10000平方米的江西省大学
生村官暨阿里村淘电商创业园，免费为电商
企业提高办公、仓储用房，免费提供创业培
训。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52家，上半年交易
额达5.4亿元。

李九凤和丈夫钟可炎。

11月13日，中通快递员工正在分拣包裹。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奉新讯 （记者余红举）11 月 13 日，
一场特殊的警民座谈会在外来务工人员较为
集中的奉新县工业园举行。今年以来，奉新
工业园派出所通过勤访、勤走等方式了解群
众的心声，有效压降了企业周边可防性案件
的发案率。

奉新县工业园辖区近200家工业企业，就
业人员上万人，治安管控压力大。今年以来，
奉新工业园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园区企业摸
排收集各类不稳定因素，重点是涉法涉诉、劳
资纠纷等情况信息。同时，该所扎实开展“警
灯闪烁工程”，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巡逻，提高
企业内部见警率，建立企业巡逻常效机制，最
大限度地压缩违法犯罪分子的作案空间，企
业周边可防性案件的发案率下降了四成。

民警勤访勤走降低发案率

11月11日，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市民
被精彩的面塑所吸引。面塑的材料主要以糯米
面、面粉、甘油为主，这些面人形态各异，缤纷多
彩，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小面人“萌萌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