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退款门”事件发生以来，
酷骑单车似乎成了南昌街头的

“弃儿”，数千辆“僵尸车”在街头
无人管理，影响市容。3月 6日，
执法队员联合共享单车企业，对
路面废弃的酷骑单车进行了全
面清运，该市城管委市政执法处
处长方政为此举“点赞”称：“执
法队员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解决
僵尸单车问题，是执法为民的最
好体现”。

曾几何时，“小绿车”还是南
昌共享单车市场中的“香饽饽”，
但随着酷骑公司运营出现问题，
这些漂亮的单车也失去了运维
和后台的管理维护，大量酷骑单
车积满灰尘，甚至被抛弃到绿化
带和道路上。另外，即便单车保
存完好，也无法被市民正常使
用，反而挤占和浪费了宝贵的公

共泊位资源，影响市容。
“这堆车放在此已经有几个

月了，车上全是灰，扫码没反应，
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这样被风吹日晒，早晚
要报废，怪可惜的，应该找个地
方存放。”

“这些废弃的单车占着地方
又不能用，本来泊位就不够，执
法部门能不能把它们清走？”

…………
面对市民和其他共享单车

企业维运人员的询问，执法人员
也颇感为难。在一个月的时间
内，东湖区执法局业务部门向酷
骑打了50多个电话，并多次找之
前的酷骑南昌负责人约谈。但
电话已无人接听，负责人也大多
离职，运维团队早已解散，“小绿
车”变成了“没家的孩子”。

要解决“僵尸单车”问题，关
键在于运输和存放。据估计，东
湖区遭废弃的共享单车约有
5000 辆，散布在大街小巷，清运
工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对此，
东湖区执法局与哈罗单车多次
沟通，取得了对方的大力支持，
制定了由执法队员收集整理，共
享单车公司组织清运，非机动车
停放场集中停放的处理方案。
双方还建立了专门的“东湖区废
弃单车联系群”，以便快捷高效
地推进清运工作。

眼下，清运工作正在顺利进
行，位于三经路的非机动车停放
场已经收纳了上千辆“僵尸单
车”，各主要干道上已少见它们
东倒西歪的身影，执法队员将做
好废弃共享单车的存放工作，以
备下一步再处理。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3
月 6 日，记者获悉 ，滴滴共享单
车平台近日在南昌上线，用户可
通过滴滴骑行“青桔单车”、ofo小
黄车。

据悉，在滴滴平台进行芝麻
信用认证后，用户可免押金骑行

“青桔单车”。

滴滴方面表示，将加强对单
车的维护，优化停放秩序，按区域
细分网格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车
辆摆放整齐有序，对车辆热点区
及时介入，确保道路畅通。

据了解，2017年 4月，滴滴就
在端内接入ofo小黄车，用户可通
过滴滴APP直接使用ofo小黄车。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3月
6日上午，南昌地铁3号线首台盾
构机“粤龙五号”在斗门站顺利接
收，标志着 3 号线首个盾构区间
顺利贯通。

据了解，“粤龙五号”盾构机
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从银三角北
站始发，沿迎宾中大道西北方向
前行，隧道区间全长967.92米，采
用海瑞克土压平衡盾构机掘进。
施工过程中，施工方通过渣土改
良、土压平衡控制、二次注浆、优
化掘进参数等措施，分别克服了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富水砂层盾构
掘进、穿越莲西河、侧穿莲西大桥
等施工重难点，施工全过程未发
生安全事故。

“粤龙五号”盾构机穿越莲西
河及侧穿莲西大桥重大风险源

时，为避免盾构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盾构机冒顶、螺旋机喷涌等重
大施工风险，在盾构穿越莲西河
之前，施工方结合盾构始发前渣
土改良试验效果，合理使用泡沫
剂及膨润土，确保渣土和易性良
好。2018年1月4日，区间右线成
功穿越莲西河及侧穿莲西大桥。

日前，地铁 3 号线土建 1-8
标、莲塘车辆段、高新停车场已复
工。目前，3号线6座车站主体结
构已封顶；9座车站已开始土方开
挖及主体结构施工；6座车站正在
进行围护结构施工。此外，江铃
站正在进行管线迁改，莲塘车辆
段、高新停车场已基本完成土石
方工程，6栋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
顶，10台盾构机进场，6台盾构开
始掘进，全线累计掘进3.1公里。

“小绿车”成“弃儿”执法人员来清运
南昌市东湖区执法局计划清理数千辆酷骑单车

本报记者 蔡颖辉文/图

市场再起风云“青桔单车”上线

南昌地铁3号线首个盾构区间贯通
已有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3月6日，南昌轨道3号线首台盾构机“粤龙五号”在斗
门站顺利接收，标志着3号线首个盾构区间顺利贯通。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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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年，南昌市各级
法院收、结案数量再创新高。其中，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全年收案
11380 件，数量居全省第一；审结
12533 件，居全省第二，全市第一。
一名基层法官，一年审理的案件甚
至超过 400 件。为此，记者走进法
院，零距离感受法官日常的工作。

用“忙得连水都喝不上”来形容
东湖区法院红谷滩法庭的法官魏
平，一点都不为过。

3 月 2 日，记者从 9 时见到魏平
开始，直到 11时 20分才看到他端起
茶杯喝上第一口水。接近 2个半小
时的时间里，他分别审理了两起买

卖纠纷案，调解了一起离婚案，接待
了4批当事人和律师的咨询。

东湖区法院红谷滩法庭，共有
6 名员额法官，主要负责审理民事
类案件。2017年，该庭新收 2400多
件案件，其中魏平一人审理新收和
旧存案件 470 件，结案 321 件，平均
每个工作日结案 1.5件，在东湖区法
院排名第二。对他来说，案件每天
都在不断增加，等待审理，即使现在
受理的案件，审理期都已排到了今
年 7月。

9时21分，两名当事人来到魏平
办公桌前。魏平放下手中的案卷，
接过对方递来的“续查封申请书”。

“这个案子之前开过一次庭，
但存在事实争议，可能还要再开一
两次庭。本来他们想进一步沟通，
但我马上就要开庭，暂时没有时
间。”魏平一边整理法官服，一边对
记者说，一案多审的情况很普遍，

“例如，有一起房屋分割的纠纷开
了 7次庭。”

10时，两名陪审员到达法庭后，
魏平开始审理当天的第一起案件。
由于案件事实清晰，庭前准备充分，
且被告缺席，魏平用 20分钟就完成
审理。紧接着，同一个法庭内走进
了第二起案件的当事人，被告同样
放弃抗辩，也用了20分钟结束审理。

魏平介绍，一起案件平均审理
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但要花更多
时间用来阅卷、送达和写判决书。

“刚过完年，工作强度暂时缓和了一
些。去年下半年，我每天加班，也没
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

两起案件审理完成，魏平马上
开始一起婚姻纠纷调解。面对当事
人及其3名亲属，魏平不断地给出建
议和解释。期间，又有两批当事人
和律师进入办公室，等待魏平抽空
沟通。全部接待完，已到 11 时 20
分，魏平这才喝上一口水。

“虽然案件审理是有排期的，但
沟通和接待是没有任何预知性的。

此外，由于红谷滩是全省经济发展
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存在很多新的
问题，对我们而言，每天都在不断学
习。”魏平说。

尽管每天都很忙碌，但魏平表示
非常喜欢法官这个职业。从大学毕
业考入法院开始，魏平已工作了 8
年。如今，伴随着司法改革不断完
善，魏平有望将精力更进一步集中在
案件审理上。

“今年开始，法院增加了不少助
理，帮助我们完成送达和沟通等事
务性工作。这是一种趋势，让法官
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也让案件能
得到更好更快的审理。”魏平说。

忙碌快乐着 只为所爱职业
审理、调解、沟通——一名普通法官的日常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璋璋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
习生宋思嘉）近期，“南昌蓝”成为热
词，除了“禁燃”，余土违规运输管
理、抑制扬尘等也为“南昌蓝”贡献
了力量。截至目前，南昌市989辆全
密闭车已完成上牌并运营，其中682
辆全密闭车成功与数字城管平台完
成对接，同时实现抑制扬尘从治标
到治本的转变。

去年以来，南昌市采取“管控全
区域、巡查全路段、整治全天候”的

执法方式，全面推广新型密闭运输
车，设立建筑垃圾执法勤务岗亭，重
点从强化工地源头管理、规范车辆
运输、工地出入口安装远程视频监
控等方面加强渣余土运输管理。截
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泄漏、遗撒、挟带污泥等违规行
为 1873 起，处罚金额 291.8 万元，设
立了 24个建筑垃圾执法勤务岗亭，
63家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登记
在册，989辆全密闭车完成上牌并运

营，其中682辆全密闭车与数字城管
平台完成对接。

与此同时，南昌给拆除工地戴
上“紧箍咒”，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
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立拆除
工地降尘长效管理机制，实现从治
标到治本的转变，填补了拆除工地
降尘工作执法空白，重点打造的青
云谱“尚优客”拆除工地降尘工程作
为样板在全市范围进行推广。并在

15辆“雾炮车”上安装了环卫作业车
辆在线监控设备，“雾炮车”与洒水
车、道路冲洗车形成陆空立体化除
尘模式，增强区域的降温除湿抑尘
效果。据了解，按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2 月份，南昌市
环境空气质量6天一级（优）、18天二
级（良）、4天三级（轻度污染），首要
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
达标率为 85.7%，与去年同期相比大
幅上升。

在露天烧烤及餐饮油烟污染方
面，南昌市城管委按“网格化、全覆
盖”的要求，对全市餐饮店经营面
积、有无合法证照、油烟排放方式进
行普查。去年以来，共检查餐饮店
3000 家，督促红谷滩新区关闭万达
文化旅游城餐饮店 28家，按要求安
装油烟净化器313家。同时，推广使
用环保炉具，全市更换环保无烟烧
烤炉具544套，新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1205家，有效地遏制了油烟污染。

采取多种管理措施 空气质量达标率大幅上升

呵护“南昌蓝”城市好“气质”

南昌将举行18岁成人礼仪式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日前，南昌

市教育局印发《2018 年中小学德育工作要
点》。据悉，今年，南昌市将提升全市中小学
校德育工作整体格局，促进全市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公民道德教育上，南昌市要求各学校
营造敬廉崇洁的育人环境，让学生树立“廉
荣贪耻”的价值观念，以廉洁修身教育地方
教材的使用为抓手，开展廉文化进校园主题
教育系列活动。

此外，今年南昌将深化仪式教育，举行
“金色人生”退队入团及18岁成人礼仪式；举
办第三届中学生社团文化展示节暨中学生
精品社团评选活动和“橙心橙意”社团交流
开放日活动；开展“优秀电影进校园”影视教
育活动，为中小学生免费放映优秀电影，举
办全市第二届中小学生电影周。

记者注意到，今年南昌市教育局提出以
“创建一批中小学文明校园”为载体，打造强
大的德育品牌学校群。同时，将细化评定标
准与评分办法，启动工作问责机制，继续抓
好第二批市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鼓励并指
导学校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文明校园。

景德镇万元重奖“两违”举报人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王景萍）为进一步

加大对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以下简称“两
违”）的查处力度，动员广大群众对“两违”行
为进行检举监督，3月 1日，景德镇市出台了
举报“两违”行为的奖励暂行办法。

该奖励办法规定，群众通过热线电话
12319 或微信公众号“景德镇城市管家”对
2017年 2月 10日以后属于景德镇市禁建区、
限建区范围内，尤其是其中的建成区范围内
的“两违”建筑进行实名举报的，经查证属实
后，将对第一举报人依规予以不同程度的奖
励。其中，对群众举报的占地面积 200平方
米以上，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以上的，最高奖
金为10000元。

近日气温“大跳水”
周五转晴将升温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
陈思琪）3 月，气温起伏雨水频繁。本
周头两天，早上呼啸的北风让人感觉寒
意直入骨髓。

上周，我省大部时间阳光明媚，气
温飙升。近日，雨水多起来，受强冷空
气影响，全省气温“大跳水”。几天时
间，南昌经历了从春到夏，从夏入冬的
天气过程，任性的天气节奏让不少市民
无所适从。根据预测，未来数日，南昌
最低气温仍为个位数。3月 6日 18时，
南昌气温只有9℃，比4日下降了18℃。

受冷空气和雨水共同打压，7日全
省除赣州外，其他地区气温还将小幅下
跌，南昌、九江等10市的最高气温只有
10℃至12℃，天气阴凉。9日、10日，随
着天气转晴，气温开始回升，9 日全省
最高气温在 14℃至 18℃，10 日回升至
17℃至 20℃。随着天气转好，春天将
显露本色。

南昌天气预报：7 日，中雨，8℃～
10℃；8 日，阴，7℃～12℃；9 日，晴，
5℃～15℃。

执法人员清运无人管理的共享单车。

3月 5日，乐平市鸬鹚乡程家村，村民正
欣赏精彩的赣剧演出。看大戏赏赣剧是乐
平农村的传统文化节目。春耕农忙前，当地
请赣剧戏班为村民连续献上《万寿图》《珍珠
塔》等精彩的“开春大戏”。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家长用偏方 病情加重
幸医生治疗 男婴康复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3 月 5 日上
午，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男婴强强（化
名）顺利出院，家长拉着医生的手一再感
谢。此前，强强因疝气致消化道梗阻，引起
腹胀而住院。

2月 23日晚，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收
治了一名 1个多月大的男婴。“强强入院时，
胸腹部有针刺伤。”主治医生说。据家属称，
2月 22日，孩子突然出现腹胀、呕吐，并哭闹
不止，症状逐步加重。家属听信江湖郎中
的方法，用绣花针刺强强胸部至阴囊处，以
为可以排毒治病。不料，刺针后没有缓解腹
胀，且针刺处出血不止，孩子的精神状态也
极差。看情况不对，家长这才紧急将强强送
到医院。经积极治疗，强强的针刺伤逐渐愈
合，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3月5日，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主治医
生曾祥勇说，孩子生病后，家长一定要及时
带其到正规医院就诊，查明原因，科学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