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璋）春节长假
临近，消费者购物、聚会、出游等消
费又将迎来高峰。为防止消费者合
法权益遭受侵害事件发生，2 月 7
日，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
2018年第一号消费警示，提醒广大
消费者科学、文明、理性消费。

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采购食
品和原料时，应选择到证照齐全、管
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等，
注意选购新鲜食物，不要购买不新
鲜的蔬菜、水果和水产品以及未经
检疫的肉类制品和死因不明的禽、
畜，做到“三查三注意”：一查食品包
装标识是否齐全，注意不要购买“三
无”食品；二查食品和原料的生产日
期和保存日期，注意是否超过保质
期；三查食品外观，注意不购买感官
异常的食品和原料，并索取发票、购
货小票等凭证。

网购年货应注意查证网店资
质，谨慎挑选商品，理性面对电商各
种促销活动，选择在信誉度高且有
红盾工商标志或 ICP经营标志的正
规商家购买商品，把购物记载评价
与卖家星级作为参考。查看所购商
品标签标注和质检报告信息，付款
时应选择可靠第三方支付平台，加
强支付安全防范意识，收货时应先
验货再签收。

消费者在预订酒店年饭时，要

尽量选择自己熟悉、口碑良好、诚信
经营、安全可靠的餐厅；注意区别定
金和订金，二者有本质区别；年夜饭
一般是固定套餐，在挑选饭菜时，不
要被花哨的菜名迷惑，尽量弄清每
道菜的名称、内容、规格和价格，同
时弄清具体的收费项目。如是否可
自带酒水，有无最低消费、开瓶费、
包间费等；消费者要保留好预订票
据、书面协议、收据、发票等凭证，以
便在权益受损时方便维权。

家庭聚餐时，要谨慎选择食用生
食海产品、鲜黄花菜、凉菜冷食、野生
菌等高风险食品；外出聚餐时，要注
重选择环境整洁、证照齐全、量化等
级较高的餐饮单位就餐。

节日期间外出旅游的消费者，
要理性面对较低报价；选择旅行项
目或旅行团时，建议不要轻易参加
低于成本价的旅游项目；要与旅行
社签订书面协议，签订前要仔细阅
读旅行社提供的合同条款。

消费者选择自助旅游，在网站
或APP预订酒店、机票、车票等，结
算时一定要看清是否存在替消费者
勾选不必要服务项目，避免商家捆
绑销售陷阱。

最后，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
者，发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可先与
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可及时向消
费者组织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四方形高台、361根竹
竿、365盏灯，构成了祈祷幸
福的黄河灯阵。2月7日晚，
南昌县蒋巷镇北望村热闹非
凡，众多村民和游客前来走
灯阵，领略独特的年俗文化。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2月 8日下午，南昌市
青山湖区塘山镇组织镇中
心幼儿园外籍教师与居民
一起包饺子、写春联、剪窗
花，感受中国新年的喜庆氛
围。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省消保委发布消费警示

过年消费擦亮眼
保留凭证好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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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了，连续多日的暖阳，让气温进入上
升通道。而春节期间的天气状况如
何，恐怕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事情。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07 年、
2015年都是春节来得极晚的年份，
春节期间都呈现出暖融融，雨绵绵
的状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春节
南昌气温整体可能偏高，雨水相对
多一点。

天气状况仍不稳定

今年的2月4日，也就是农历腊
月十六，我们已经迎来立春节气，且
离春节还有两周之久，大年初四又将
迎来雨水节气。一般来说，雨水节气
到来之时，气温开始慢慢回暖。春节

来得晚，很多人都有个期待：是否意
味着这个春节会暖和很多？

农历春节与阳历对应日期变
动较大，“早春节”和“晚春节”能相
差整整 30天。就本世纪而言，最晚
春节出现在 2月 19日，比如 2015年
的春节就出现在 2 月 19 日。所以
说，今年的春节还不是“最晚”。不
过按阳历来算，比 2017年春节晚 19
天。

数据显示，从 1951 年以来，共
出现过 10个春节极晚的年份，均在
2月15日后过春节，10年中有7年气
温是偏低的。查阅我省历年来的春
节气温，不难发现，春节来得晚，并
不一定天气就暖和。

不过，上一个“晚春节”2015年
春节的天气却是比较暖和的。当年

春节时间为 2 月 19日，我省大部分
地区出现了小阳春景象，让人感觉
季节错乱，大年初二和初五晚上，响
彻大地的滚滚雷声，更是让人诧异
不已。当年春节期间，赣南最高气
温一度达到 26摄氏度，南昌也直奔
22摄氏度。

真正入春还要等等

最近有关天气话题的讨论很热
闹。很多网友得意地调侃：经历了
一场冰冻雨雪天气之后，今年 2 月
以来，南昌不缺阳光，只缺雨雪。

回顾去年的大年初二，在太阳
的热情助力下，我省多地最高气温
超过20℃。原本只有端午期间才看
得到的龙舟，也在乐平、鄱阳等地的

河面上挥桨竞渡，此情此景不禁让
人产生错觉：这究竟是春节还是端
午节？

气象专家称，从常年来看，2月
中旬，真正进入春季的只有华南地
区，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就要结
束了。然而，江南一带还将受到多股
冷空气影响，天气状况仍不稳定。

历年气象资料显示，南昌平均
入春日期为 3 月 23日。其实，立春
过后虽然奏响了春天的前奏，但冬
季毕竟还未真正结束，气温依然有
反复的可能。

按照往年情况，进入 2 月后暖
湿气流加强，冷空气活动偏弱，降雨
开始增多，和 1 月份相比出现持续
性低温雨雪冰冻的可能性较小，但
阶段性的低温、雨雪天气可能会出

现，不排除春节后期受冷空气或雨
水打压，出现大幅度降温，重现寒意
的可能。

六九已经过去几天了，谚语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其实，今年六
九的回暖之路不平坦，周末冷空气
再来降温，不过是来打酱油的，阳光
很快登场。下周一起，我省气温将
开始快速回升，气温基本能达到偏
高水平，包括南昌在内的一些地方
还将达到20℃以上。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白天比较
温暖，但气温还不稳定，春节后期
可能还有“大起大落”，真正入春要
再等等，公众还需做好防寒措施，
还是要注意合理调节衣着，不能着
急减衣，避免诱发感冒、发热等
疾病。

春节来得晚春节来得晚 天气就会更暖和天气就会更暖和？？
我省天气状况仍不稳定 真正入春还要等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 实习生实习生 陈思琪陈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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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西站开启“出租车双通道”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蔡颖辉）2月 8

日9时，随着第一辆出租车驶进候客，南昌西站
南广场出租车专用通道正式开通双通道运行，
缓解客流高峰的“候车难”。

的士司机熊师傅告诉记者，每年春运期
间，候客的出租车一多，车队有时从地下通道
一直排到路面上，不但造成出租车排队等候
时间长，而且旅客打车离开也耗时过长。为
此，南昌公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设南昌西
站南广场出租车专用双通道，减少出租车以
及乘客的排队时间。目前，由于春运人流量
的激增，南昌西站仅南广场出租车通道，旅客
人流量日均高达 2500 余人，车流量达 1500 余
辆。

南昌公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南广场出租车双通道运行充分考
虑到了的士司机和旅客两方面的需求，是对南
昌西站双通道运行的一次试点，等条件成熟，
北广场出租车通道也将随之开通双通道运行，
切实缓解南昌西站出租车运行压力。

机器人“入职”政务服务大厅
本报安福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刘丽

强）2月 7日，走进安福县政务服务大厅的市民
惊讶地发现，大厅来了一个陌生服务员。这个
陌生服务员不是别人，是机器人“小途”。“好萌
哦！”市民刘女士一边体验，一边和“小途”打
招呼。

当天，该安福县智慧安福中心政务服务大
厅正式启用，机器人“小途”也同时“入职”。据
该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周惠华介绍，“小途”具
有与办事群众打招呼、引路、解决问答等自助服
务功能，给市民带来智能时代的轻松体验。这
也是我省县级政务服务大厅“入职”的第一个
机器人。

据了解，今年以来，安福加速推行“互联
网+政务服务”，建设了智慧安福中心，集软硬
于一体、网上网下相融合的 3 个智慧中心，即

“互联网+政务服务”新型行政服务中心、“平战
结合”新型综合运营指挥中心和“数据统筹”新
型大数据中心。中心设计入驻部门46个，服务
窗口 166个，并在一楼政务服务大厅使用智能
机器人开展服务。

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璋、杨
静、汤民）2月8日，记者从抚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对江西首例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时某、黄某某被判共同承担
生态环境修复费 8 万元，另在焚烧
危险废物的现场和周边 40 余亩土
地上进行植树造林，养护 3年；对涉
案全部危险废物及其残渣依法进行
无害化处置，并承担已经发生的鉴

定费、危险废物处理费等。
法院查明，2017年 4月，被告时

某、黄某某共同商议决定，采用焚烧
方法从废旧电子元件中提取金属出
售，谋取非法利益。5 月 10 日至 16
日，二被告分别从赣州、广东收购三
车废旧电子元件共计113.44吨。

5 月 25 日，二人在没有取得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未办理任何环
保手续的情况下，雇人采用柴油引
燃的方式在桐麻坑山场厂棚内直接

焚烧收购来的废旧电子元件。因焚
烧废旧电子元件挥发有害气体，致
附近多名村民因连日吸入有害气体
入院治疗。

经核算，时某和黄某某非法处
置的危险废物重量为 67.27 吨。经
资溪县环保局认定，已焚烧的电子
元件残渣50.47吨、未焚烧的电子元
件 45.8 吨都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中的危险废物。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时某、黄

某某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
在未获得处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情况下采用焚烧的方式非法处置
有毒危险废物67.27吨，直接向大气
中排放有毒有害气体，严重污染大
气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综合酌情
认定本案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16
万元，其中 8 万元由两被告缴纳至
本院指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账户

用于开展替代修复，8万元由两被告
自行用于电子垃圾焚烧现场及周边
的植树造林和养护。

当天，抚州中院还对这起污染
环境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宣判，认
定被告人时某、黄某某均构成污染
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六个月，缓刑二年；有期徒刑一年零
二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各处
罚金 1万元。对依法扣押的危险废
物及残渣依法没收，予以销毁。

江西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一审宣判

破坏环境者承担生态修复费并造林造林

2月 8日，在新建区松湖镇开婚
纱店的朱雅萍两手拎着婚纱袋子急
匆匆赶到渡口乘坐免费渡轮。她说
现在坐渡轮也方便，已经来回 7趟，
不影响她做生意。新建区义渡大桥
在使用好长时间后，发现有部分坍
塌，被检测定为5类危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1 月
18日，当地相关部门对义渡大桥进
行了爆破。义渡大桥爆破后，两岸
居民出行困难。当地交通部门在锦
江河义渡段建立了临时渡口，用渡
轮免费接送两岸居民，确保群众出
行无忧。

两岸群众渡轮出行
2月 8日上午，在原义渡大桥现

场，挖机正在现场清理桥梁爆炸后
的残骸。在桥的两头，相关部门已
经设置了挡板进行封闭禁止通行。
新建区松湖镇党委委员唐星明告诉
记者，义渡大桥连接松湖镇和流湖
镇义渡部分村庄的村民。“松湖镇有
4 个村庄大约 12000 多名村民从义
渡大桥经过，到义渡街去赶集。他
们习惯了到义渡街去买东西，也有
亲戚朋友住在义渡，他们从桥上通
行走亲戚。”唐星明说。

记者了解到，原义渡大桥建立
于 1992 年，到被炸毁前使用了 26

年。1 月 18 日 15 时 18 分，随着“起
爆”一声令下，南昌市新建区义渡大
桥老桥成功爆破拆除。

为了解决两岸群众出行，相关部
门同时开通渡船和公交车，保障两岸
村民的出行。记者在义渡大桥靠近
松湖镇的桥头看到一辆公交车停在
现场，正在等待居民上车。唐星明
说，镇里和南昌市公交集团进行了协
商沟通，安排了公交运送两岸的居
民。“公交循环通行，从义渡大桥这头
到那头，车票两元一人。”

此外，新建区交通局还安排了
渡轮接送两岸的居民。记者在现场
看到，一辆渡轮正在运送过江的居
民。过江居民正在排队，井然有序

登上渡轮过江。义渡街上一家商铺
的老板告诉记者，现在渡船开通了
也方便，而且还免费。为了方便居
民乘坐渡轮，相关部门还在渡口两
边修建了便道，安装了栅栏方便居
民乘坐渡轮。唐星明称，遇到冰雪
天气，镇里还安排干部到渡口值班
疏导交通，保证群众安全。

新桥更方便通行
老桥炸了，新桥究竟什么时候修

建？对此，新建区交通局副局长程文
华告诉记者，老桥炸了之后，现在正
在安排施工人员对桥梁爆炸后的残
骸和桥墩遗址进行清理。记者从相
关部门了解到，2016年新建区发改委

已经批准了义渡大桥重建工程立
项。新建区义渡大桥重建工程于
2017年3月29日9时30分在新建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1号开标室完
成了本次招标的开标、评标工作。

程文华告诉记者，新建的义渡
大桥将投资 1240 万元，全桥长 237
米，桥面宽 12米。“之前的老桥桥面
只有9米，新桥桥面拓宽了3米，9米
的行车道，两边分别 1.5 米的人行
道。新桥建成后，比老桥更漂亮。
将有利于改进当地居民的出行，为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程文华
如是说。对于新桥建成的时间，程
文华称，预计施工后 18个月即可完
工。

新建区锦江河义渡大桥“拆旧建新”重建工程预计明年完工

危桥炸了之后 两岸群众出行无忧
当地开通免费渡轮+公交循环为民服务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小年的
到来就意味着快要过年了。未来3天，
南昌天气“品种”很多，多云、阴天、小
雨、晴天轮番上场，周日气温开始上升，
最高可达12℃。

连日来，洪城最低气温连日破冰
点，但早上和晚上依旧寒意较足，午时
随着阳光照射，感觉暖意融融。周五，
太阳将隐藏在云层中，周六小雨降临，
周日转晴，气温上升明显。

9日，南昌多云转阴，5℃～9℃；10
日小雨，4℃～8℃；多云转晴，3℃～
12℃。

婺源民警助走失女子回家
本报婺源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余林峰）

2月 6日，婺源县公安局赋春派出所民警辗转 5
小时，帮一走失女子找到家人，助其踏上回家之
路。

当天下午 4时 20分许，赋春派出所接到局
指挥中心转来报警称，赋春镇排前胡家村村口
马路边上横躺着一名女子，精神恍惚。通过交
流，民警发现该女子精神有一定问题，决定先
将她带回派出所。

带到派出所后，该女子自称姓王，是景德
镇人，但具体家庭住址、家人联系方式等有价
值的信息她均无法提供。于是，民警在公安户
籍信息系统里进行查询，未能发现与该女子身
份一致的信息。此后，从指挥中心、刑警大队
陆续发来的人员信息中，派出所民警发现其中
一名人员的身份与该女子外貌特征吻合，最终
成功确定该女子身份。

通过与当地居委会等多方联系及细致查
询，民警终于查到了该女子父亲的电话。经过
1小时的等待，当晚 21时 20分许，女子的父亲
赶到了赋春派出所。他反映其女儿平时精神
状态不太好，时常会离家出走，这次已经在外
面呆了两天了，怎么也找不到，没想到跑到了
婺源赋春。

周六小雨 周日转晴

2月7日，南昌孺子亭公园在暖阳的照耀下
再现“徐亭烟柳”胜景。据悉，南昌孺子亭公园
列入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改
造彻底脱胎换骨，污水治理让黑臭水体变回一
池清水。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徐亭烟柳”景色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