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前
进、刹车、收起后视镜……1月23日，
随着一声声提示播报，赣M61665稳
妥地被送到指定停车位。这标志着
南昌最高的立体停车库——团结路
立体停车塔库完成了第一次测试。
据了解，团结路立体停车塔库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即将开展场外市政和设
备调试、绿化相关工作，预计5月1日
之前投入使用。

团结路立体停车塔库位于南
昌市西湖区，南河滩路以南、团结路
以东、省国土厅南侧，占地面积1668
平方米，周边以居民区为主，片区停
车问题十分严峻。为有效提高利用
率，该车库采用最先进的垂直升降
类机械停车设备，主体结构为地上
26层塔库式立体停车，建筑高度约
50米，可提供200个泊位，是南昌市
目前最高的停车塔库。

23 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项目主体现代化的设计与周边
建筑相得益彰。据观察，该立体车
库分为 4 个标准库，停车层为 2 层
至 26 层，其中 2 至 20 层停放小轿
车，21至 26层停放 SUV，首层为车
库出入口，顶层为机房层，每个标
准库的泊位数为 50个（每层 2辆），
4个标准库共设计总车位200个。

南昌市政公用驻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王斌表示，停车塔库总投
资2992万元，采用了垂直升降类机
械停车设备，空间利用率比普通停
车场提高了一倍。

与此同时，团结路立体停车塔
库采用存取全智能化运行，车主只

要将车开进车库即可，车主下车
后，系统会自动进入下一程序，如
倒车，移动、升降停车板等，整个存
取过程完全不需要人工操作，且不
易发生被盗、刮擦等问题。据演
示，整个停取车辆过程仅3分钟，取
车只要90秒。

除了高效安全的停取车，“互
联网+停车场”的智慧元素也是这
个停车塔库的亮点。停车前，车主
可以在手机 APP 上查询车库的泊
位状况、交通情况和最新消息，并
导航至此；缴费的时候采取自助
缴费与人工收费结合的方式；取
车等候区有自助售货机、手机充
电加油站等便民服务设施。车库
门口的大屏幕会详细地指导车主
停取车步骤，最大限度地提高出
行效率与用户体
验。

南昌最高停车塔库完成测试
停取车辆仅3分钟 预计5月前启用

1月24日，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花果
山社区，志愿者在给老人和环卫工盛出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当天是传统的

“腊八节”，新建区花果山、文教路等社区
开展“腊八节、邻里情”活动，志愿者为居
民献上腊八粥和手写春联，让老人和环卫
工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浓浓暖意。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老人开心地品尝美味的腊八粥老人开心地品尝美味的腊八粥。。

志愿者给老人和环卫工盛腊八粥志愿者给老人和环卫工盛腊八粥。。

2017年，武宁县罗坪镇紧紧围绕
“生态立镇、旅游强镇、产业兴镇、民
生安镇”发展主题，以项目建设为王，
以生态建设为本，大力发展经济，经
济实力显著增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6 亿元，镇本级完成税收入库 3337
万元。

该镇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环境是
金的理念，优化安商服务，主攻招商
引资，助推能人创业，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全年接待客商18批次，跟踪对
接有效招商信息12条，签约投资亿元
的工业项目 2个，签约投资亿元的旅

游项目 2 个；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 5
个。全年完成内资进资 1.8 亿元，外
资进资 20万美元。该镇实行一个项
目，一套班子跟进服务，将安商责任
落实到人，积极为客商提供保姆式
服务，力推项目早签约、早投资、早
竣工、早投产。2017 年签约的同德
照明 T8 项目两栋 1.6 万多平方米厂
房竣工，4 条生产线投产，该项目多
次被列为九江市看点项目；鲟鱼加
工项目 4000 平方米厂房已建成，部
分设备已到位；红豆杉养生谷项目
土地征收已完成；红豆杉养生区及

花鸟市场配套服务项目正按规划推
进。依托生态资源优势，积极向上
争取特色小镇、集镇污水处理厂、环
境整治等扶持项目 17 个，争取项目
扶持资金 1.18亿元。

该镇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为目标，以花卉苗木、特色林果
业、林下经济产业为发展方向，全镇
新开辟高山古茶园 200 余亩；新增
红豆杉、非洲菊等休闲观光产业基
地 4 个，新增葡萄、红心猕猴桃、杨
梅、草莓等特色果业基地 9 个，面积
4000 余亩；土鸡养殖 6 万余羽，新增

有机蜂蜜 800 余箱，全镇蜂蜜养殖
突破 3000 箱，特色生态产业值达 1
亿元。

该镇把推进全域旅游作为利用
生态，促进农民增收的抓手，长水 4A
级旅游示范村庄创建成功，5A 级旅
游示范村庄创建正在申报。全省生
态旅游特色小镇创建成功，旅游基础
设施进一步完善，完成了 4座旅游桥
梁建设，启动了2座3A级旅游公厕和
一处绿色停车场建设。同时，健全机
制保护生态环境，全年完成低产林改
造 700 余亩，新增天然保护林 5.4 万

亩，巩固生态公益林8.6万亩，吸引了
大量游客前来休闲旅游。2017年，全
镇接待来自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及
南昌、九江等地游客 16万余人次，旅
游收入达1500万元。

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一 帆 悬 。
2017 年，该镇获得全国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村镇、全
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全国
第一批绿色村庄、江西省第一批特
色小镇、江西省首批森林体验养生
基地等荣誉称号。

（夏冬春）

武宁罗坪镇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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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冬春季
历来是我省流感高发季，12 月至次
年1月为发病高峰期，体质较弱的儿
童、老人较容易“中招”。1月 23日，
记者从省儿童医院了解到，去年 12
月以来，该院急诊科拟诊流感样病
例明显增多。由于感冒、发烧患儿
接诊量大，医生忙得连轴转。

1月初，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
示，我省已进入流感流行高峰季节，
近阶段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就诊百
分比略高于去年同期，并呈上升趋
势，但明显低于我国南方省份的平

均水平。全省流感流行水平总体在
预期范围内，流行态势较平稳，总体
疫情处于历年一般水平。

“大家都不容易，孩子生病，家
长辛苦，医生也辛苦。”1 月 23 日 11
时许，在省儿童医院住院部 6楼，陈
先生陪着孙子坐在呼吸内科病房外
的过道加床上，劝身边另一名患儿
家长不要太着急。

陈先生是安义县人，他告诉记
者，上周开始，孙子感冒、发烧，在社
区治疗不太见效，这周来儿童医院
看病，确诊病毒性肺炎后入院治疗。

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李
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 12
月以来，该科接诊的上呼吸道感染
患儿明显增多，其中不乏流感样病
例以及肺炎患者。“目前科室住院床
位已增至 100多张，医生连轴转，上
夜班的医生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时。”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来，
省儿童医院夜间门诊量开始增加，
以 1 月 22 日为例，当日该院夜间门
诊接诊患儿约600人，较非流感季平
日增加约200人。

“这几天温度不算低，就诊量没
达到最高峰，前阵子夜间门诊接诊
量一度超过 800人。”省儿童医院急
诊医学部主任徐南平说，从上个月
开始，带有鼻塞、流涕、咳嗽、高热、
头痛症状的患儿增多，其中急诊拟
诊流感样比例占大约 1/3。“气温骤
变，流感流行水平上升，儿童容易

‘中招’，近期流感趋势略降，但有专
家预计，3月或有新一波流感来袭。”

在预防流感方面，徐南平建议，
在流感高发期，家长应根据气温变
化适时为儿童增减衣服，注意开窗

通风，尽量不带儿童
到人多拥挤、空气污

浊的场所。与此同时，对于婴幼儿，
家长不可过度保暖，不要将孩子包
裹得过紧、过严、过厚。

此外，据省儿童医院内分泌
遗传代谢科主任杨利介绍，糖尿
病患儿一旦感染流感病毒，容易
导致病情加重，延误诊治可能会
出现严重并发症。“近年我省糖尿
病患儿人数增幅较大，流感季节，
糖尿病患儿家长要多加注意孩子
病情变化。”

未见起色
因为南昌茵梦湖项目的“北纬

30°”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填补了江
西大型主题游乐、复合型文化休闲
项目的空白，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受到各方关切。主题乐园先
后多次接待南昌市、南昌县“三看”
（看新不看旧、看大不看小、看特不
看平）巡视组的参观、考察。

在规划中，“北纬30°”主题乐园
总占地面积 950 亩，其中乐园占地
面积 680 亩，商业配套 270 亩，计划
总投资 1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融主题游乐、旅游度假、休闲娱乐
等为一体的国家5A级风景区。

项目原计划于 2012年开园，可
是 2011年开工建设以后，因为项目
单位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资金出现困难，该项目一直处
于半停工状态。

2013 年 9 月，“小商品城”与江
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开发南昌茵梦湖项目。知

情人士透露，在这次合作中，“小商
品城”以 10.9亿元的价格持有项目
公司——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
75%股权，进入到该项目的开发建
设当中。

2013 年和 2014 年，小商品城
接连向该项目注资超过 16 亿元。
2014 年 1 月 16 日，南昌县《政府工
作报告》更明确提出，2014 年底确
保“北纬 30°”主题乐园一期建成
开园。令人惋惜的是，在接连的
注资当中，茵梦湖项目并没有太
大的起色，项目在 2015 年上半年
再次停工。

再次转手
2017年11月29日，小商品城通

过义乌产权交易所，以不低于 18.98
亿元的价格公开挂牌转让南昌茵梦
湖项目产权，宣告其与茵梦湖项目

“姻缘”已尽。
资料显示，2016 年度，茵梦湖

置业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19亿
元。2017年 9月 30日，标的公司资

产总额 15.31 亿元，负债总额 4.21
亿元。

不过，在“小商品城”与“泰禾
集团”签署《国有产权交易合同》之
前，就已经透露了“泰禾集团”接手
的消息。1 月 11 日，泰禾集团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7 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参与竞拍南
昌 茵 梦 湖 房 地 产 项 目 产 权 的 议
案》，同意在不超过 20 亿元的额度
范围内参与竞拍南昌茵梦湖房地
产项目产权。

“泰禾集团”为何会愿意接下这
个几经沉寂的项目？对此，“泰禾集
团”在最新公告中称，本次交易是为
了增加项目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
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同时，南昌
茵梦湖项目地块容积率低，适合开
发院子系高溢价产品。

拭目以待
公开资料显示，茵梦湖置业设

立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注册资本

13.95 亿元，“泰禾集团”持股 75%，
康庄投资持股 25%；安晟置业设立
于 2017年 8月 7日，注册资本 2.4亿
元，小商品城持股100%。

值得注意的是，茵梦湖置业和
安晟置业合计持有江西省南昌县银
三角 12幅地块（茵梦湖项目）：项目
地块中的 11 幅为住宅用地，1 幅为
商业用地。

随着“小商品城”与“泰禾集团”
交易的完成，茵梦湖置业、安晟置业
将成为泰禾控股子公司，纳入该公
司的合并报表范围。而按照泰禾的
说法，本次的交易也将直接为其增
加土地面积70.52万平方米、储备建
筑面积76.94万平方米。

“泰禾集团”方面表示，茵梦湖
项目位于南昌县银三角区域，属于
昌南组团，交通便利，依托南昌城市
规划，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本次收
购有利于公司利用资金、品牌的优
势，保障项目品质，加快项目建设。
至于何时开工建设，泰禾集团未透
露任何消息。

“南昌茵梦湖”再易主 沉寂多年待盘活
福建泰禾集团18.98亿元接手 何时开工未透露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宋思嘉

被称为南昌首个第五代
主题乐园的南昌茵梦湖国际
旅游度假区“北纬30°”主题
乐园，停工多年未能如期完成
建设。1月22日，泰禾集团全
资子公司——福建企业泰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禾集团”）的一则公告，向
外界透露了其接盘烂尾项目

“南昌茵梦湖”。
当日下午，福州泰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义乌中国
小商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小商品城”）签
署《国有产权交易合同》。据
此，福州泰禾以挂牌底价
18.98亿元竞得南昌茵梦湖置
业有限公司75%股权、南昌
安晟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相关债权。这意味着“南
昌茵梦湖”再次易主，期待盘
活沉寂多年的昌南组团地块。

流感高发季 儿童频“中招”
夜间儿童门诊量大 医生连轴转

东湖区设14个人大代表联络站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 通讯员朱

晓磊）1月 23日下午，家住南昌市东湖区大
院街道的居民赵韵龄来到街道人大代表联
络工作站，和东湖区人大代表、大院街道人
大工委主任张群讨论工作站事宜。据悉，
东湖区已设立 14个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
该区63名市级人大代表、244名区级人大代
表全部编入站内。

据赵韵龄介绍，每月 28日是工作站选
民开放日，每到这一天，他总爱来看看，一
来二去，就成了工作站的热心群众。他告
诉记者，最初他来工作站是为了反映问题，
没想到代表们不仅把其反映的问题记录在
案，而且还通过走访调研、跑腿反馈，很快
解决了他的烦心事。

赵韵龄常来的这个人大代表联络工作
站，缘于去年东湖区人大常委会在全区各
镇、街办、管理处开展的人大代表联络工作
站建设提升工程。通过这项工作，东湖区已
设立14个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

目前，东湖区各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
确保每月至少有一天作为接待群众日，每
个季度组织一次代表小组活动，每年开展
一次述职活动，并且根据代表专长开展一
系列特色活动，真正实现了代表活动有阵
地，群众反映问题有去处。

记者了解到，东湖区所有进站代表每
人均有一本履职档案，上面详细记录了接
待选民的时间、诉求、解决方案等，既方便
选民监督查阅，又能推动代表们之间的横
向比较和经验交流，倒逼代表们履职优先，
履职争先。下一步，针对年轻选民的习惯
和特点，东湖区还将尝试设立网上信箱、微
信办公等，进一步拓展为人大代表选民服
务的渠道。

雨夹雪明日现身
防寒保暖需当心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冷

空气入侵后，雨水伴随大风，将隆冬
打回了原形。未来3天，南昌天气仍
然以雨水为主，周五有雨夹雪，最低
气温0℃。

受此次冷空气的影响，洪城气
温大降，最高气温只有4℃。预计周
五雨夹雪也将现身，不过有些遗憾
的是，由于雪子落地即化，难以让大
地银装素裹。由于近期气温一直低
迷，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25日，
南昌小雨，2℃～4℃；26日小到中雨
转雨夹雪，0℃～2℃；27 日小到中
雨，1℃～3℃。

我省确保城镇公园公共服务属性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按

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要求，合理规
划建设各类公园绿地，因地制宜建设街旁绿
地，增加社区公园，拓展休闲、娱乐和健身空
间，促进城市绿地的均衡布局，提高公园绿
地的可达性。”近日，省住建厅对加强城镇公
园绿地建设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

省住建厅表示，各地要大力倡导文化
建园，加大对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元素的
挖掘，提高公园的文化品位和内涵，打造精
品公园。见缝插绿，切实提高老城区绿量
和绿化覆盖率。实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双排行道树建设，鼓励屋顶绿地、庭院绿
地、立体绿化建设，减少城市绿地硬质铺
装，防止过多建设大草坪、大广场，防止大
树进城。

省住建厅强调，严禁公园运营管理，严
禁改变公园性质，防止过度商业化，严禁在
公园内设置私人会所，确保公园的公共服
务属性。全面开展绿线划定工作，现有公
园绿地应设立公示牌或绿线界牌，严禁侵
占。依法严肃查处违法占绿、毁绿行为，不
得随意移植大树、更换城市行道树。

此外，老旧小区应当以补植增植乔木、
花灌木为主，因地制宜建设游憩、健身设
施。提升园林绿化建管养水平，坚持建、
管、养并重，全面实行“建管分开、管办分
离”的模式。同时，全面放开园林绿化建
设、养护市场，优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提高管理养护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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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晚，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一大
型商场广场前布置的新年彩灯吸引不少
游客拍照留念。随着春节的临近，南昌市
区各商家纷纷摆出迎新年饰品，营造出浓
浓的节日喜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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