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近日，南昌轨道交通 3
号线二标振兴大道站顺利浇筑最后一段顶板，实现了车

站 469.6米地下两层结构的封顶目标，成为南昌县境内第
一个完成封顶的车站。

据悉，振兴大道站是南昌地铁 3号线在南昌县最大的地
铁车站，该站为地下两层结构，是3号线二标“三站两区间”中
最大的车站结构，车站处于南昌市、县联通的主干道（迎宾大
道）上。

目前，3号线全线22个站点中（其中八一馆站、青山路
口站已由 1、2号线施工单位实施），有 10个车站正在进
行土方开挖及车站主体结构施工；8个车站在进行围

护结构施工；3个盾构区间正在掘进施工；2个车
站（火炬广场站及振兴大道站）已完成封

顶。预计在2018年，地铁3号线将迎
来全线施工生产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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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1
月7日，记者从南昌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上了解到，今年南昌“以奋
斗姿态拥抱新时代”，其中包括统
筹推进“一江两岸”、原省政府周
边地区、梅岭及周边地区、高铁东
站周边地区等重点区域设计。此
外，南昌还将推动地铁2号线后通
段区间贯通，加快推进3、4、5号线
以及 1号线北延至机场段的建设
或前期规划工作。

将建多个百亿综合体

据了解，南昌今年将加快经
开区、小蓝经开区、新建区三大
新能源汽车基地建设。加快“南
昌光谷”建设，力争电子信息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以洪
都集团和瑶湖机场为依托，着力
打造航空研发、航空制造、民航
运输、通用航空、临空经济“五位
一体”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
动江铃集团成为千亿企业，江中
集团、洪都航空、格特拉克成为
百亿企业。

努力打造三位一体的江西省

物流中心——向塘物流港。推进
商圈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新洪城
大市场、向塘物流基地等千亿商
贸综合体，肉联集团 30万吨冷链
物流、绿滋肴等五百亿商贸综合
体，苏宁广场、华润万象城、红星
美凯龙爱琴海、宜家家居等百亿
商贸综合体。着力打造绳金塔商
旅文融合示范区、万寿宫历史文
化街区、王府井新十字街（豫章古
道）街区、长薪河商旅文街区等特
色街区。加快推进湾里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南矶湿地生态旅游
区、大象湖城市休闲区、海昏汉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小蓝汽车特色
小镇、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安义
古村群民俗民宿聚落等项目建
设，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地铁1号线东延开建

在城建方面，今年统筹推进
“一江两岸”、原省政府周边地区、
梅岭及周边地区、高铁东站周边
地区等重点区域设计。推动地铁
2号线后通段区间贯通，加快推进
3、4、5 号线以及 1 号线北延至机

场段的建设或前期规划工作。
去年 5月，省政府已印发《关

于支持赣江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明确了要加快推进城市轨
道机场快线（南昌西站至昌北机
场）、地铁1号线北延建设。目前，
地铁 1号线东延工程已确定 2018
年开建，2021年通车，东延线路全
长 4.1 公里，将下穿瑶湖，设站 2
座，分别是瑶湖东站和麻丘站。

与此同时，今年，南昌还将加
快推进前湖大道、洪都大道、昌南
大道、昌西大道等快速路改造工
程。开工建设二七过江通道、艾
溪湖隧道和滕王阁沿江隧道等快
速通道工程。加快完成西二环高
速公路、九龙湖过江通道、空港大
道、高新大道快速路改造及南延
工程、九洲高架快速路东延、天祥
大道南延、广州路东延工程等项
目前期工作。

分步实施老城区主干道立面
提升改造工程，力争国庆前全面
完成八一大道、北京路“一道一
路”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快九龙
湖新城、儒乐湖新城、瑶湖新城、
望城新区、洪都新城、朝阳新城、

昌南新城等区域功能设施配套建
设。加快航空城市政设施等工程
建设，深入推进朝阳、城南两个大
型公交枢纽站建设，力争开工湾
里、莲武路、凤凰洲、新洪城大市
场公交枢纽站项目。

继续深入开展停车场建设三
年攻坚计划，力争全年新建公共
停车场75个。

防止房价出现大起落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
任，完善调控机制，合理引导市场
预期和购房行为，防止房价出现
大的起落。严格限制信贷资金用
于投资投机性购房，坚决打击房
地产领域非法集资活动。完善土
地、税收、金融等措施，建立健全
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大力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同时，完成 2000 个左右新农
村建设项目，稳妥推进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入股农
业产业化经营、进城农民土地承
包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等改革。
教育方面，完善中小学网点布点
规划，实施新扩建项目 51个。建
立“幼有所育”体系，着力解决婴
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
题。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支持建设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增加公办普惠学前教育资源
供给。实施优质高中建设工程，
启动豫章中学红角洲校区建设和
十五中、十六中、三十中改扩建
项目。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
道增加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
性收入。确保城镇就业率达95%，
零就业家庭就业安置率达100%。

积极稳妥推进分级诊疗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缓解“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加快推进市洪
都中医院新院二期等 6个项目建
设，配合推进省妇幼保健医院等5
所省属新院竣工。严格执行“救
急难”运行机制，着力构建“弱有
所扶”体系。加快市老年福利院、
青少年宫开放运营。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南昌公交去年新辟的线路中最长
的是哪条？哪条线路最受“欢
迎”？群众最易在公交车哪些部
位遗失物品？作为公益性企业，
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于 1 月 4 日发
布大数据显示，2017年，为方便群
众出行，新辟了31条公交线路。

据悉，目前，南昌公交营运线
路 276 条线路，线网总长度 5800
多公里，2017 年运送乘客 4 亿多
人次，全年运营里程近 1.8 亿公
里，进一步扩大了公交线路在高
新区、朝阳、象湖、经开、赣江新
区、九龙湖、望城等周边地区的覆
盖面，同时也积极做到了与地铁
1、2号线无缝对接，方便了群众出
行。在已开辟的公交线路中，运
行班时最久和线路最长的是从新
建区开关厂至南矶乡的159路，单
程 75.5 公里，约 150 分钟。据了
解，因运行时间长，公交车中途不
能随便停车，司机为了避免上厕
所，在发车前尽量不喝水；客运量

最多的公交线路是从李家庄开至
昌南客运站的 88路，这条从城北
到城南的公交线路运载的乘客约
3.5万人次/天。

在2017年新辟的31条公交线
路中，线路最长的是 152路，从新
建区开关厂至松湖镇，单程 53公
里，运行时间约 70分钟。在众多
新辟线路中，最受“欢迎”的线路并
非在城区繁华地段运行的公交车，
而是从恒大城公交站开至老福山
花园西的 259 路，约 1.5 万人次/
天。该条线路的站点多在西湖区
老城区和朝阳片区，这从侧面也反
映了朝阳片区人气越来越旺。

2017 年，南昌公交运输集团
投资3亿多元，购置848辆高品质
空调公交车，车辆最长的为232路
12 米，最短的为 870 路，为 6 米。
其中，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车705
辆，推动了城市交通节能降碳，优
化了公交能源结构调整，全面实
现南昌市所有近郊、远郊空调公
交车的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春运火车票开
售已有将近一周时间。1月7日，记者查询
发现，春运火车票开售后，返赣高铁票十
分“抢手”，其中上海、杭州开往南昌、上
饶、鹰潭等方向的高铁票最为紧俏。

热门方向仅剩少量无座票
今年春运从 2 月 1 日开始到 3 月 12

日，为期 40天。其中，客流高峰将从 2月
8日开始，至除夕夜当天结束，目前线上
和线下预售已全面开启。网络、电话订
票预售期为3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
动售票机预售期为28天。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春运初期，节
前返乡务工客流所占比例较大。1月3日
春运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后，返赣火车
票逐渐紧俏。

按照30天的预售期推算，1月7日，旅
客可通过网络、电话购买 2 月 5 日火车
票。当日16时，记者登录12306网站查询
发现，2月5日，深圳至南昌方向的19个车
次车票基本售罄，仅部分车次剩少量无座
票。此外，当日深圳至九江以及赣州方向
所有车次车票也几乎全被“抢光”。

截至 1月 7日 16时，在 2月 5日的返
赣高铁中，上海至南昌、上饶、鹰潭等方
向的多数高铁票售罄。其中，上海至南
昌的 33 趟高铁仅剩 6 个车次有余票，至
上饶的 34 趟高铁仅剩 4 个车次有余票。
另外，杭州至南昌、上饶、鹰潭等方向约
九成高铁票也已售完，其中杭州至鹰潭
的48趟高铁仅剩3个车次有票。

外来务工人员团体票开订
根据今年我省各大中专院校放假时

间安排，学生客流将集中在1月下旬，与
春运开始日期相对错开。记者获
悉，今年春运期间，南
铁管内各车站将

开设人工售
取 票 窗 口
534 个、启
用自动售
取 票 机
835台。

需
要 注 意
的是，不
同 车 站
开 始 发
售 第 30
天车票的
时 间 各 不
相同。去年
新开通的武九
高铁、九景衢铁
路南铁管内各车
站，除景德镇北站的
起售时间是 17 时之外，
瑞昌西、都昌、鄱阳、德兴东
站的起售时间均为 17 时 30 分。
旅客可登录 12306网站查询其他车站车
票的起售时间，并根据实际需要购票。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春运团体订票
工作已启动，1月 2日至 4日为需求提报
时间，1 月 7 日至 9 日为支付取票时间。
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特别是无法办理团
体车票的零散务工人员，春运期间，南铁
将在南昌、赣州、吉安、九江、鹰潭、萍
乡、景德镇等车站开设专窗受理购票
需求，为其提供“精准服务”。

本 报 讯
（记者赵影）春

节将至，不少
旅客开始计
划 购 买 春
运 机 票 。
日前，记者
获悉，2018
年春运为
2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
共 计 40

天 。 目 前 ，
春 运 期 间 的

南昌进出港机
票 已 经 全 面 开

售，业内预计1月中
上旬开始将进入抢票

高峰期，东北地区、南部
沿海地区等冬季旅游热点

城市的部分航班机票紧俏。
记者搜索机票预订网站了解

到，从春运首日至除夕当天，南昌飞成
都、三亚、海口、重庆、长春等地机票多在
8折以上至全价。南昌飞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地优惠票价较多，5折以下机
票比较常见，部分航班除夕前后仍有3折
左右机票出售。另外，部分航线票价将
有涨幅较大，如南昌-哈尔滨，未来一周
还有票价 500元左右的 2-3折机票，春运
开始后，将上涨至 5 折以上，票价多在
1000 元 以 上 。 据 了
解，东北地区的哈尔

滨、长春，南部沿海地区三亚等地是春节
期间最热门的旅游地，春节前后几天票
价相对更高且机票紧俏。

为助力春运航空市场，更好满足客
流增长需要，1月9日起，南方航空新增南
昌-哈尔滨航班，每周二、四、六执飞。2
月 1日起，东航江西将新增南昌-汕头航
线，每日执飞。

记者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获悉，近
日，机场每日因晚到而耽误航班的旅客
达近百名。不少旅客因踩点出门而延误
行程。工作人员表示，办理值机手续截
关时间（最晚办理登机牌时间）为航班起
飞前半小时。关闭舱门后，行李装卸员
会将未登机旅客行李卸下，配平员根据
最新货邮行件数、旅客人数重新制定舱
单，做好地面准备工作。二次打开飞机
舱门，所有准备工作要重做一次。“舱门
不是想开就能开的。”工作人员表示，所
有二次打开飞机舱门，均属于保障异
常。此时重新登机，会导致航班不能按
照规定时间关闭舱门做好起飞准备，飞
机无法按时起飞，影响航班正常飞行。

春运将至，目前，南昌昌北国际机
场每日 8 时前起飞航班达 16-17 架次。
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航班早高峰期，
该机场提前开放值机柜台，5：40 即可
办理值机手续，并加开值机、安检通
道。机场提示广大旅客，航班高峰期，
可提前 90 分钟到达机场，预留充足办
理乘机手续时间，以免错过行程。另
外，因南昌舍里甲涵洞拆除改建为互
通立交，舍里甲东西向涵洞预计封闭两

年。封闭期间，枫生快速路主线西
线封闭，东线单边双行，通行能力
大幅下降，容易发生交通拥堵。前

往昌北机场的旅客，可提
前 规 划 行 程 ，选
择 其 他 道 路 安

全通行。

今年很多大动作 南昌城建加油干
开建二七过江通道、艾溪湖隧道和滕王阁沿江隧道
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防止房价出现大起落

南昌公交发布年度大数据分析

省城最“热”公交线:
每天运客3.5万人次

88路

春运火车票开售近一周

上海杭州返赣高铁票最抢手
本月中上旬进入高峰期

南昌飞东北和东南沿海机票紧俏地铁3号线
振兴大道站封顶

1月4日，南昌市首座恒温恒湿气膜体育馆已经完工，即将对外开放。该气膜体育馆
位于南昌市赣东大堤风光带体育公园内，是该市首个采用创新型气膜结构建筑形式建设
的项目，具有造价低、可拆可移动、运维费用低、不受土地限制等优点。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周二起转晴 低温天持续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洪城

遭遇了小寒后的降雨天气，温度骤降，
市民纷纷穿上了大棉衣、撑伞出行。
新的一周，低温天气仍将持续，天气晴
朗，最低气温零下1℃。

近几天，南昌郊区梅岭雾凇挂满
枝头，吸引市民前来观赏。周一，南昌
或将出现雨夹雪天气，气温在冰点以
下，周二起转晴，气温很低，请注意防
寒保暖。

8 日，南昌雨夹雪，2℃~5℃；9 日
晴，-1℃~9℃；10日晴，0℃~10℃。

南昌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为充分发挥人

民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职能，近日，南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切
实为“美丽南昌，幸福家园”建设和实现南昌
绿色崛起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意见表示，南昌市两级法院将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新时期的重
要工作任务，加大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公正高
效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全市法院要统
筹推进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模式，明确环
境资源机构受理案件范围，实现环境资源审
判机构的固定化、专业化、制度化。坚持保
护优先和损害担责的基本原则，探索建立生
态恢复性司法机制。此外，通过设立环境公
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咨
询专家库等多项举措，为全市环境资源审判
谋划新思路、探索新方法。

瑞昌村村都有气象大喇叭
本报瑞昌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郑昌

江）1月5日，正值小寒时节，瑞昌市通过气象
大喇叭，在向全市农村播报天气预报的同
时，提醒广大农民做好农作物防寒防冻工
作。目前，该市建成气象大喇叭157套、显示
屏21套，实现村村都有气象大喇叭。

为扩大气象信息覆盖面，解决气象信息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瑞昌市在21个
乡（镇、场、街道）的157个村安装了气象大喇
叭，通过无线传输，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向
农村播报天气预报、农用气象预报等，切实
提高气象灾害预警能力，最大限度防灾减
灾。同时，在农村建立了 16个自动气象站，
聘请了 480名气象信息员，确保重大气象信
息及时发布，并快速传递给广大农民，实现
气象服务群众“零距离”，有效避免和减少灾
害造成的损失。

社区活动别开生面促和谐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陈静）“党的十九

大的主题是什么？”“五大发展理念是什
么？”……1月5日上午，南昌市青山湖区新魏
路新13号院内热闹非凡，新魏路社区党支部
开展的“十九大知识进谜面 主题党日促和
谐”的猜谜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加。

在活动现场，参与者答对题和猜出谜底
后的掌声、叫好声交织在一起，洋溢着既严
肃又活跃的良好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这
样的活动比干巴巴的宣讲有意思，既玩得
开心也丰富了社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
家学中有乐，乐中有学，充分调动了社区党
员为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严肃
的理论知识和活泼的竞猜形式结合起来，
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加强了社区党支部与
居民间的情感交流。

近日，樟树市医务人员在洋湖乡古亭村
为村民提供健康义诊服务。

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去年以来，
樟树市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织19
个乡镇（街道）医疗服务机构深入乡村、社区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通过健康义
诊、医疗咨询、预约检查等上门服务，让群众
在家门口享受多样化的医疗保健“套餐”，受
到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目前，该市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已覆盖18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困难户覆盖率达100%。

通讯员 肖龙天摄

樟树家庭医生签约覆盖1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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