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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郑颖）1月 25
日记者获悉，南昌市已经完成对幸福
渠幸福二支河等 5 处黑臭水体治理
工作，水体目前已无黑臭。

南昌市黑臭水体治理对象共有5
处，分别为幸福渠幸福二支河、龙潭
水渠、乌沙河（北段）、西湖、玉带河北
支，其中河流类型的黑臭水体 4 处，
总长约 16.76 公里；湖泊类型的黑臭
水体 1 处，面积 0.02 平方公里。这 5
处黑臭水体被纳入住建部全国城市
黑臭水体监管平台监管。

5 处黑臭水体治理均在 2015 年
底至 2016 年先后开工，黑臭治理部
分投资共2.8亿元。该市以流域为单
元统筹实施黑臭水体治理，在乌沙河
治理中，同步推进沿线的红谷滩新区
排水排污管网整治，结合消灭劣ⅴ类
水整治工作，对黑臭水体关联水系进
行整治，助力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注

重截污优先，龙潭水渠在完成中小河
流治理的基础上，对沿线混入阳台污
水及麦园垃圾场渗滤液逐一进行截
污，使水体水质在根本上得到了提
升。注重多措并举对黑臭水体进行
全方位治理，在幸福二支河治理中，
青山湖区通过畜禽禁养、截污纳管、
河道清淤、生态护坡、引水活化等措
施，全面消除了周边养殖污染、工业
污染、生活污染，将一条淤积达五六
米深的河道重新建设成了一条城市
生态景观河。注重发挥先进治水理
念和先进科技手段作用，提高治水水
平，尤其是西湖区结合旧城改造，实
施截污、生态治理、水体活化，开展海
绵城市试点及智能化管理，使西湖水
质达到标准，打造城市绿肺。

据悉，南昌将进一步推进黑臭水
体整治“长治久清”。结合“河湖长
制”工作，落实责任部门，明确 5处黑
臭水体整治维护单位。针对涉及的
具体相关单位及城区建立严格的绩
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各河湖水体
管护责任单位加强日常养护，维持水
体水面岸坡清洁，相关城区将加大对
向水体排污行为的查处力度。

南昌根治5处“老大难”黑臭水体

本报讯（记者赵影）“平时，南昌到西安的票价最
低300元起，除夕前一两天的票价最低约600元。”南昌
市民陈女士表示。随着航空网络建设加快，越来越多
的旅客选择乘飞机出行。1月24日，记者了解到，春运
期间，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加开至深圳、广州、珠海、
哈尔滨等方向的多个航班。由于普遍高涨的票价让
部分旅客感觉“压力山大”，希望淘到更优惠的机票。

“机票打折毕竟是少数，建议旅客选择中转方式、
避开高峰、反向出行的方式，买到更优惠的机票。”业
内人士表示，当直达航班票价相对较高时，旅客可选
择通过中转其他城市机场再前往目的地。

记者发现，2 月 14 日，北京飞往赣州的机票为全
价，最低为4730元，但通过昌北国际机场中转，则有多
种航班组合可选择，其中最低价约为 1600元，对时间
相对宽裕的旅客来说，乘中转航班“曲线回家”是相对
优惠的选择。

另外，避开 2 月 9 日至 15 日白天的出行高峰，选
择除夕当晚或大年初一的机票可享受更多折扣。
如，南昌飞大连航线，2月 9日至 2月 14日最低票价约
600 元起，2 月 15 日除夕当天，白天的票价为 600 多
元，晚上的票价降至 300多元，2月 16日还有 280多元
的机票。

“去年，我就将父母接到上海团聚。”在上海工作
的小易告诉记者。由于不确定放假时间，她可能还会
让父母飞到上海过春节。小易说道，“除夕前几天上
海到南昌的火车票紧张，南昌飞往上海的机票较便
宜，两三百元的机票比较多。”

记者了解到，不少在线旅行社推出“春运出行解
决方案”，整合火车、飞机、汽车、轮船等多种交通工
具，提供多种出行方案，为今年春运带来新亮点。

春运机票普遍价格上涨

乘中转航班“曲线回家”或更实惠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
为减少高峰时段旅客值机排队等候时间，
充分优化航站楼内值机资源，南昌昌北国
际机场对值机岛进行升级改造。11月 25
日起，该机场人工值机柜台由 23 个增至
31 个，并单独设立无托运行李、晚到、军
人及特殊旅客值机柜台。与此同时，值机
区域相应调整，东航、上航旅客B01-B08
柜台办理，春秋航班旅客 C24-C26 柜台
办理，九元航班旅客 C22-23 柜台办理，

其他航空公司航班B14-B26以及C区经
济舱柜台办理；无托运行李的旅客C07、
C08柜台办理，团队旅客C09、C10柜台办
理，临近截关时间及老弱病残孕以及抱小
孩的旅客C04柜台办理，头等舱、金卡旅
客C02柜台办理，军人C03柜台办理。

另悉，2017 年南昌-曼谷-南昌共
1700 余架次，进出境曼谷的旅客 27.2 万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1%和 18%。春节
假期将至，出境游市场火热，南昌海关

驻昌北机场办事处提醒广大旅客，进
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
用进境物品，总值在 5000 元人民币以
内（含 5000 元）的；非居民旅客携带拟
留在中国境内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
总值在 2000 元人民币以内（含 2000 元）
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单一品种限自
用、合理数量，但烟草制品、酒精制品
以及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 20 种商品等
另按有关规定办理。

昌北机场：人工值机柜台增至31个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1月 25日，省
高速交警预测，我省高速公路出行车流将
在 2月 9日达到峰值。2月 21日（正月初
六）13 时至 16 时、2 月 25 日 15 时至 17 时
为返程高峰。我省境内有处路段因车多
拥堵等情况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省高速交警预测，今年春运我省高速
公路总流量将突破 6000 万辆次，单日最
高流量将突破 300万辆次，或创新高。另
外，我省内的福银、沪昆、大广、济广、杭瑞
等路网主干线将出现超大车流。

福银高速公路昌九段因扩建施工全
线易出拥堵。其中，606Km-613Km新祺
周至永修段双向（九江市永修县境内）、
630Km-636Km艾城至永武互通段（南昌
往九江方向、永修县境内）且施工占用应
急车道，极易拥堵。

沪昆高速 534Km（上饶市经开区境
内，上武高速枢纽）、沪昆高速 556Km（上
饶市弋阳县境内、上万高速枢纽）、沪昆高
速 622Km（鹰潭市余江县境内、济广高速
枢纽）、沪昆高速 657Km（东乡区境内、东

昌高速枢纽），为沪昆高速枢纽路段，车流
量大易造成拥堵。

济 广 高 速 1298Km + 800M 至
1303Km+200M（东线）属于长上坡路段，
流量大时会造成短时间车辆聚集现象。

杭瑞高速公路 487Km（九江市庐山
区境内）东线，昌九下九景匝道，因车流交
汇易发生事故造成拥堵；杭瑞高速公路
463Km-471Km（九江市湖口县境内）南
线，该路段隧道和桥梁相接，易因事故引
发拥堵。

高速公路：2月9日将现出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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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璋）1 月 25
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继
2017 年我省打响了一场声势浩
大、动真碰硬的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大会战之后，今年我省将继续
加大力度，坚决打好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攻坚战。

原则上不再新建卫
生填埋式垃圾处理设施

省住建厅要求，各地要加快
推进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和终端
处置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建立集
垃圾焚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填埋、有
害垃圾处置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协
同处置利用基地，不断提高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2018 年底前，各设区市中心
城区、赣江新区九江市区域要启
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
时，各地要合理布局并加快垃圾
焚烧处理设施建设，促进焚烧发
电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原则上
不再新建卫生填埋式垃圾处理设
施。此外，继续推广餐厨垃圾收
运处理一体化服务，推进建筑废
弃物集中处理和分级利用，建筑
垃圾资源化项目在立项时要明确

社会公益属性。
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各地要

加大力度集中治理，全面建立“户
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城
乡垃圾一体化收运处理体系，确
保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通过2018年
6月国家考核验收。

大力推动农村户厕
建设改造

省住建厅表示，我省将加快
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和污水处理设
施提标改造，设市城市力争做到
全收集、全处理。推进“厕所革
命”，大力推动农村户厕建设和改
造，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以
厕所污水治理为重点，明确技术
路径，积极推广符合农村特点的
污水处理技术和模式，加快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狠抓建筑工地和城市道路扬
尘治理。进一步落实建筑工程各
方主体扬尘治理责任，全面落实
建筑工地扬尘治理“5个 100%”要
求 ，即 ：施 工 现 场 硬 质 围 挡 率
100%；出入口车辆冲洗率 100%；
建筑垃圾及余土清运实行密闭运
输100%；施工现场主要道路硬化，
裸露场地和土方、堆场覆盖或临

时绿化100%；施工现场土方作业、
拆 除 作 业 进 行 洒 水 喷 雾 降 尘
100%。

推动建立风景名胜
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违法建筑是城乡环境的一颗
“毒瘤”，违反了城乡规划，影响了
城乡环境。今年，我省将大力开
展违法建设治理，开展城市出入
口、城乡接合部、老城区、城中村
等区域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坚决
拆除铁路、公路沿线各类乱搭乱
建、影响环境的砖厂、混凝土搅拌
站、“蓝皮屋”等临时性构筑物，坚
决遏制农村超高超大超限建房，
确保违法违规建设“零增长”。

加强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
全面完成景区总规和详规的报批
工作，不断强化规划实施监管，确
保景区建设有规可依、违规必
查。同时，推动建立风景名胜区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采取资金补
偿、财政转移支付等多样化的生
态补偿方式，促进景区做好保护
管理工作。此外，做好麻姑山、流
坑申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工作，
推动我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量
排位前移。

“旅游过大年”日益火爆，“举
家出游”为主流。随着春节临近，
我省旅游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出游
高峰。目前，全省各地各景区正
积极备战迎接大考。

尽管春节团期旅游线路价格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部分产
品价格涨幅甚至翻番，但这并未
阻挡消费者旅游过年的步伐。旅
游成为居民春节出行的第二大动
机，仅次于“回家过年”。从目前
预订的情况看，国内长线游、出境
游均受到追捧。江西易凯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红兵表
示，截至 1月上旬，出境游热门线
路的跟团游产品基本预售完毕，
个别线路存在“一位难求”的情
况，尤其是高品质产品。

与一般节假日出游群体稍有
差异的是，春节出游人群以家庭
成员为主，30-45 岁群体是带着
全家出游的主力军。对于大多数
上班族而言，平时全家人聚在一
起的机会较少，春节期间出去玩，
既省去了走亲访友的烦琐，也可
以让父母从家务中暂时解放出
来。这与我省居民春节出游趋势
比较吻合。南昌新旅程国旅总经
理喻娟表示，从目前报名的情况
看，全家集体出游所占比例最高。

今年游客对出行时机的选择
也开始变得多样化，国内长线游
和出境游均有超过三成的客流量

分布在节前或节后，主要是“拼假
族”和错峰出游者。2018 年春节
期间，出游将出现 4个高峰阶段。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春节前一周，
春节前3天迎来第二次小高峰，正
月初一出现第三次出游小高峰，
第四次高峰则出现在正月初六。
相比此前一个大高峰为主的长假
出行节奏，今年春节出游时间更
分散。省旅游规划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与我国休假制度日趋
完善有关，旅行者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拼假、错峰出行，改善了节假
日出现极限性出游高峰的情况。

随着春节到来，全省各地将
又一次迎来四海宾朋。这既是对
江西旖旎风光和深厚人文资源的
肯定，也是检验全省各地各景区
旅游服务水平的大考。目前，我
省各地各景区正积极备战即将来
临的春节黄金周，努力为游客提
供安全、舒适、优美的新环境。1
月 10日，省旅发委专门召开 2018
年春节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布置
会，要求全省各地各景区集中开
展旅游市场秩序大检查，主动协
调公安、工商、物价、卫生、质监等
部门，共同加强对旅游市场秩序
的监管，突出冬季热点线路及冰
雪旅游产品、热带旅游产品和出
境游的检查，严厉查处扰乱旅游
市场秩序的行为，畅通旅游投诉
渠道，完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本报永丰讯（记者邹晓华 通
讯员胡静）1 月 23 日，考古人员正
在永丰县恩江明代古城址进行考
古发掘。现在，古城址考古发掘的
总面积约1600平方米，去年11月考
古人员进场开始发掘，已对西城门
及周边考古挖掘区布探方800平方
米。目前，已基本清理了城墙外轮
廓，并在探方内全部向下开挖一层
50厘米。据了解，该古城址为我省
目前保存规模最大的明代古城。

据史料记载，永丰县在新石
器时代，县境内已有先民聚居。
该县建制始于宋代，宋和元年（公
元 1054年）割吉水五乡为永丰县，
自此始建县，但当时县城并无城
墙。绍兴七年，县令李谔在延庆
寺南修建官廨，并筑建土城墙，有

南北两座城门，元废。明弘治初
年，知县车梁因在原址上重建城
墙，设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
至明嘉靖三年，知县商大节大规
模修筑砖城，城门增至六座。嘉
靖四十年，兵部尚书聂豹扩大城
址规模，城门增至八座。清乾隆、
道光、咸丰年间城墙历经多次维
修，细算下来，明古城址至今已有
960多年历史。

在经历漫长的岁月中，古城址
沉淀了许多历史文化底蕴。恩江
明古城址位于永丰县老县城区
内，目前还保存有明代恩江古城遗
址及城墙等。经省、市文物专家组
鉴定认为：永丰县恩江古城遗址是
我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城址，
在全省唯一，全国罕见。为传承保

护好这一历史文化遗存，经当地县
委、县政府批复，由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对恩江明古城址进行文物调
查及重点部位考古挖掘。

据悉，恩江明古城址总占地面
积约55万平方米，呈东宽西窄葫芦
形状。南北直线距长1000米，东西
直线宽 940米，城址内保存有明古
城墙、护城河、桥梁等文化遗产要
素。城墙东起天宝村东面，西到葛
溪河东岸，南至葛溪河入恩江河
处，北靠聂家村，总长约 3500 余
米。城址脉络清晰，城墙走势完
整。专家称，该古城址具有明清以
来建筑历史信息和重要的文物价
值，对研究明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图片由通讯员胡静摄）

打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全面建立垃圾一体化处理体系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6月过“国检”

我省流行“举家出游”过大年

全省各景区积极备战迎大考

让 回 家 的 路 更 顺 畅

本报记者 龚艳平

《坚强孤儿写作文表达感恩之情》追踪

社会献爱心 政府有救助
本报吉安讯 （记者邹晓华）本报近日

对刘健康的情况进行报道后，引来广泛关
注。1月 25日，记者来到了刘健康家中，将
南昌好心人黄华友和李妍慧委托的爱心款
交给了他的奶奶周菊妹，老人非常激动，一
个劲地感谢。

据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
事业发展局工作人员介绍，周菊妹和刘健
康还有他堂哥都有低保，同时刘健康还享
受孤儿补贴。“冬春救助 1000元，民政临时
救助 4000元，春季教育扶贫 750元，资产性
收益扶贫 800 元，光伏扶贫 225 元，低保对
象兜底报账资金1080元。”刘健康所在学校
校长许自平告诉记者，“学校将对刘健康进
行政策倾斜，学校也有老师为他捐助，给他
买衣服。”

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称，如果有
需要，他们将邀请吉安当地心理专家对刘
健康进行心理疏导。

路遇危重病人 医生积极施救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端浪）日前，一条

寻找铁路医院（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骨
科董医生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感谢他抢救
了一名突发癫痫的危重病人。

1月16日下午3时许，在南昌市南京西
路上，一名6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倒地，四肢
抽搐，口吐血沫，周围围满了群众，有人已
经开始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大家不了解老
人的病情，不敢随意上前。危急时刻，南昌
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董财荣医生恰巧路过，
他没有丝毫犹豫，来到老人身边，跪地为其
实施心肺复苏。

为了防止痰液呛入气管，董医生请了
一名群众一起帮忙掰开老人的嘴，为老人
清理了呼吸道，并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按
压等急救措施。在两轮心肺复苏后，老人
意识逐渐转醒，动脉搏动恢复。董医生看
老人情况逐渐稳定，判断他已脱离生命危
险，且120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才默默离开。

60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
本报九江讯（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徐红

波）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飞抵鄱阳湖越冬的候
鸟达到60万只，达到今年的峰值。飞抵鄱阳
湖越冬的候鸟有大雁、小天鹅、鸿雁等63种
候鸟，数量和种类均高于近6年的平均值。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国
际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
地。因其地域辽阔、水草茂盛、鱼虾贝类资
源丰富，成为大多数越冬候鸟迁徙的“最佳
选择”，每年占世界总数 95％以上的白鹤、
50％的白枕鹤、60％的鸿雁，都选择在鄱阳
湖越冬，鄱阳湖因此被誉为“候鸟天堂”。

今年1月以来，随着前来鄱阳湖越冬候
鸟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鄱阳湖进入一
年最佳观鸟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摄
影爱好者前来观鸟拍照，带动了乡村旅游。

上饶宜春快递产业园
入选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本报讯 （记者刘斐）日前，第六批江西
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江西省龙头服务企
业名单公布，我省邮政业收获颇丰。江西
邮政（上饶）电商智慧产业园、宜春快递物
流产业园入选我省服务业集聚区，江西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获评江西省服务业龙头企
业。其中，江西邮政（上饶）电商智慧产业
园连续两年入选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目前，我省 11个地市实现快递园区全
覆盖，43个县快递企业进入当地电商快递
园，形成“园中园”格局。大型机械化设备、
自动分拣等技术在园区得到充分应用，处
理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依托快递园区，企
业转型升级进程进一步加快。

据悉，江西顺丰投入1.98亿元建设白水
湖智能分拨中心，项目建成后，大力拓展生
鲜、医药寄递等高附加值业务。2016年9月，
该公司投入使用一架B737-400全货机，开
通“深圳—南昌”全货机运输航线，为赣南脐
橙、军山湖大闸蟹等江西农特产品开启了

“飞行模式”。2017年，该公司军山湖大闸蟹
揽收收入超400万元，是上一年的四倍多。

中心区安置 棚改户喜上眉梢
本报樟树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付建

红）“托党和政府的福，我们棚改户住上了
温暖舒适的新房。”1月22日，樟树市鹿江街
道边街市背安置房小区棚改征迁安置户聂
爱群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地把记者迎进她
家的新房。

聂爱群的新房地处樟树市中心城区，
2014 年樟树市推进棚户区改造，在原地建
起安置房小区，去年7月27日，聂爱群80多
平方米的老房子置换了现在 110多平方米
的新房。新房三室两厅，南北通透，光线明
亮。当时选房的时候，聂爱群就十分满意，
如今，房子装修好了，由于与装修公司签约
早，装修公司还送了近万元的家具和电器，
这更让聂爱群喜上眉梢：“拿了新房钥匙
后，我去年 8月份就张罗着装修，早点住进
来，住了大半辈子的旧房子，要不是政策
好，哪能只花了4万多元就住上这黄金地段
的新房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