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记者范志刚）4月13日，
由国内知名品牌手机厂商小米科技在江
西投资打造的全新品牌手机——小米黑
鲨手机在北京举行新品发布会。小米黑
鲨手机计划立足南昌，打造江西本土手机
第一品牌。

据悉，小米黑鲨手机是小米投资的全
新品牌手机，该手机搭载强大的芯片处理
器，并在天线设计、专属游戏模式、游戏音
效等方面做出针对性的优化，号称“生为竞
技”。值得一提的是，该手机品牌已经印上
了“江西制造”的标签。该手机品牌总部注
册、落户在南昌经开区，并已入驻该区品牌
手机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6亿元。未来几
年，小米黑鲨将依托品牌厂商的渠道、供应
链等资源优势，发挥团队的研发优势，挖掘

和利用南昌本地的生产制造资源，力争打
造成江西本土培育的手机第一品牌，计划
2022年完成销售收入约100亿元。

“小米黑鲨新品的发布，是我区高科技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缩影。”南昌经开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2010年以来，随着制造业基
地的重心由沿海发达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南昌经开区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
力扶持手机等智能终端产业发展，逐步形
成了从摄像头模组、触摸屏、主板贴芯片封
装到整机生产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南昌
经开区品牌手机产业园内，除小米黑鲨外，
已入驻了酷派、午诺、优思等手机品牌，这
里将打造成集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运
营总部、销售结算和品牌维护为一体的高
科技智能终端产品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记者 4月 12日
获悉：由航空工业昌飞公司研制生产的
AC311 和 AC311A 型直升机，加装农林喷
洒设备STC（直升机补充型号合格证）取证
通过民航华东管理局首次审查。

AC311和AC311A型直升机加装农林
喷洒设备 STC取证首次审查，是指对 STC
取证材料进行审查。审查组通过听取汇报
和文件逐项评审等工作，批准了AC311和
AC311A加装农林喷洒设备的总体技术方
案、审定基础、计划及相应的构型目录。首
次审查的通过，为后续顺利开展AC311和
AC311A型直升机加装农林喷洒设备 STC
取证奠定了基础。

直升机加装的农林喷
洒设备是在腹部加装复合
材料药箱，通过高压泵进行药箱药液的抽
取和喷幅（喷洒宽度）调节，广泛应用于各
种农作物或林木的喷洒农药作业。

AC311直升机是航空工业昌飞公司研
制的 2 吨级民用直升机，于 2012 年 6 月取
得民用型号合格证，填补了我国民用轻型
直升机产品的空白。AC311直升机最大起
飞重量 2200 千克，可乘坐 6 人，升限可达
6000多米。AC311A直升机是一款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2吨级6座高原轻型直升机，
采用全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技术，高原性、舒
适性、可靠性、易维护性的特点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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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本周前晴后雨
气温升至30℃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受冷
空气影响，南昌一夜之间最高气温骤
降 10℃，与前两天近 30℃的晴热天气
形成巨大反差。新的一周，南昌开启
升温模式，周四最高气温将达30℃。

新的一周，南昌前晴后雨。其中
16-19 日以多云到晴为主。20 日多
云，晚上部分转阵雨；21-22日小雨。

具体天气预报：16日，多云，偏北
风2级，12℃～21℃；17日，晴，偏南风
2 级，13℃～24℃；18 日，晴，偏南风 2
级，14℃～27℃；19 日，晴，偏南风 2
级，17℃～30℃。

近日，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安
义县青湖罗山小学，志愿者帮助该校61名留守
儿童实现微心愿，志愿者还与孩子们玩游戏、表
演节目。 本报记者 刘 斐摄

小水电防汛 检查不放松
本报安福讯（通讯员周建兰、刘娟娟）4月

12日，国网安福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前
往社上、东谷等水电站开展小水电防汛检查，确
保安全度汛。

据悉，安福境内有小水电 86座，检查组重
点对电站发供电设备、辅助设备、厂房排水系
统、保坝电源、大坝安全监测及水情自动监测系
统的运行情况进行排查，现场对生产区排水沟，
泄洪设施及启闭机系统是否存在防汛安全隐患
进行了检查，对检查出的防汛问题隐患，要求各
基层部门限期进行整改。此外，检查组对电站
运行人员修改定值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小电并
网、保电操作等特殊操作方法的正确性及熟练
度进行了检查，并对操作不熟练、模糊的地方开
展了现场讲解、培训。

11名传销“老总”一审获刑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经人介绍加入后

又不断发展下线，11名传销老总在南昌被抓。
近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被
告人蒋某、胡某等11人被判刑，并各处罚金。

2011年5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蒋某、胡
某等 11人先后加入一个名为“自愿连锁经营”
的组织。经查，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
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运营，即
让每名参加者通过缴纳3800元至69800元不等
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购买者通过发展直
接或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被告
人蒋某、胡某等人分别通过缴纳 69800元获取
加入资格，并不断发展下线人员共计700余人，
共同组织、领导“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先后
由业务主任升至业务老总级别。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胡某等
11人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30人以上
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其中蒋某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
活动人员累计达 120人以上，系情节严重。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日
前，南昌市发改委原则同意，由中
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南昌
院编制的《南昌市玉带河水系截污
提升下穿铁路工程修改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
投资估算总额约11658万元。这意
味着困扰玉带河截污工程的一处

难点问题将得到解决。
据悉，玉带河西支截污工程下

穿铁路截污涵均采用箱涵结构，分
北侧和南侧两处。其中，北侧截污
涵采用 0.8×2.0 米钢筋砼箱涵，全
长 300米；南侧截污涵采用 1.0×2.0
米钢筋砼箱涵，全长285米。

玉带河北支截污工程中，北

侧截污涵全长 225米，南侧截污涵
全长 240米。其中，下穿江边货场
铁路北侧截污涵长 65 米，南侧截
污涵长 60 米；下穿京九铁路北侧
截污涵长 100 米，南侧截污涵长
100 米；下穿电厂专用线铁路北侧
截 污 涵 长 60 米 ，南 侧 截 污 涵 长
80 米。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4
月13日下午，南昌工程学院逸夫楼
4 楼 学 术 报 告 厅 ，江 西 南 昌 东
500KV 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评审会在这里举行。当天
的评审会，除项目建设单位、设计
单位、水保方案编制单位和评审专
家，以及南昌市水保办（南昌市水
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南昌市水
保执法大队、南昌市行政审批处负
责人外，还有35名南昌工程学院水
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本科专业的
大三学生。

记者了解到，这是南昌市水保
办第一次在高校召开建设项目水
保方案评审会，也是南昌工程学院
第一次开展水保方案编制实践教

学活动。新《水土保持法》颁布实
施以来，南昌市水务部门和各级水
土保持管理机构，坚持依法治理水
土流失，不断加大水土保持工作的
宣传、监督、管理、执法力度，逐渐
提升了全社会水土保持的意识和
水平。2017年，南昌水土保持补偿
费 征 收 首 次 突 破 千 万 元 ，达 到
1000.4918万元。

全社会水土保持意识的提高，
同样在高校教学领域得到体现。
作为全国开设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本科专业的21所高校之一，南
昌工程学院的水保专业毕业生一
直供不应求。

南昌市水保办负责人说，水土
保持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水保方案是指导水土保持工作的

“行动纲领”。把一个项目的水保

方案评审会放在高校开，并请学生
现场观摩，可让他们从专家的“挑
刺”中，学会方案编制的技巧，领会
方案编制工作的重要性。

陈姓同学说，通过在南昌工程
学院的三年学习，他更喜欢这个专
业。“水土保持方案是从根源上指导
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文件。”评审会
后，他告诉记者，受益匪浅，“专家很
敬业，评审很严谨，让我对这个专
业、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认识。”

另一名观摩评审会的安姓同
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课堂
上学的是理论知识，都是单项的。
今天的评审会，把很多知识综合到
了一起。”她说，“专家在评审会上，
对水保方案的防洪防涝内容提出
了意见，让我对水保方案编制的严
谨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报讯 （记者陈璋）日前，
省环保厅公布了4月“环境监测
设施向公众开放日”活动实施
方案。本次活动定于 4月 22日
（星期日）9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凡热心环保事业、身体健康
的市民（70周岁以上、16周岁以
下者需监护人陪同）均可报名
参加。

据介绍，此次活动限定 50
人，先报先得。省环境监测中
心站将对参与活动人员的信息
进行审核，对于提供资料虚假
或未进行预约的人员，将被拒
绝参观。

根据安排，参与群众在 22
日 9时 30分到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六楼会议室并登记信息，由
省站工作人员对省站实验室
进行总体的介绍及本次开放
的大气分析仪器的原理介绍，
并进行安全教育。10 时，安排
群众进入二楼实验室，工作人
员协助对省站的傅立叶红外

光谱分析仪、PM2.5 小流量采
样器大气综合采样器、双路烟
气采样器、烟尘测试仪等进行
实际操作，让大家了解大气分
析原理及技术。11 时，参与群
众返回六楼会议室进行提问
交流。

据了解，去年10月以来，我
省举行了多次环境监测设施公
众开放活动，开放地点也涉及
多个地方，包括环境空气自动
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等。参加此类活
动的江西农大一名教授表示，
非常关注江西环保工作，已两
次带学生到南昌城市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站和城市饮用水源水
质自动监测站，参加开放日活
动，零距离了解PM2.5、水源监
测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知
识。“这对提升大家的绿色环保
理念有很大帮助。”

据了解，江西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是江西省环境监测的
技术中心、网络中心、数据中
心、培训中心和质量管理中
心，是全国环境监测网络的一

级站。省环保厅表示，通过
举办“环境监测设施开放
日”活动，可以使其成为市
民与环境监测部门有效沟
通的桥梁，答疑解惑、良性
互动的平台，满足市民对环

保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

4月 12日，南昌大学 16栋女生
宿舍楼成了学校的焦点，该栋宿舍
的128寝室和229寝室的8名女生均
被保研。8名女生每年均获得奖学
金，还有的在校期间在高质量学术
期刊发表文章。

记者来到南昌大学 16 栋女生
宿舍 128 寝室，寝室里堆了许多
书籍。

陈娟是南昌大学经管学院会计

141班学生，被保送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经济学硕博连读。“她很厉
害，是直推硕博连读的，按照学习成
绩保送的。”室友介绍。刘慧芝是经
管学院财务管理 141 班学生，被保
送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攻读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王慧是经管
学院工商管理 141 班学生，被保送
中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专业研究
生。柴真是经管学院会计 141班学
生，被保送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硕士研究生。

无独有偶！楼上的 229 寝室 4
名女生也均保研。钱双双是经管学
院财务管理 141 班学生，被保送中
国人民大学，攻读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付超敏和
钱双双同班，被保送复旦大学，攻读
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周柚伶
是经管学院会计 141 班学生，被保
送电子科技大学，攻读会计专业硕
士研究生。向璐是经管学院工业工
程 142 班学生，被保送华东理工大
学，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

究生。
记者了解到，8名女生每年都领

取奖学金，还分别在班上和学院担
任学生会干部。同学们纷纷拿出获
奖证书，人均有 20 多本，最多的有
30多本。

陈娟读大学时修读金融学双学
位。获国家级奖项 2次，省级奖项 4
次，校级奖项 20余次。钱双双在校
期间在一些高质量期刊正式发表学
术论文 5 篇，还担任副主编出版专
业书籍；去年还获得美国数学建模

大赛二等奖、五一数学建模二等奖、
江西省 CIMA 案例分析大赛二等
奖等。

两 个 寝 室 的 女 生 保 研 有 何
秘籍？

128寝室的王慧告诉记者，大家
虽然性格不一，但会互帮互助。“我
们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的时候学
习，和其他同学没什么区别。”刘慧
芝说，如果有“秘籍”，那就是要掌握
好学习和生活的平衡。向璐称，学
习贵在坚持。

进贤投巨资打造后港洲“进贤乡愁”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4月15日，进贤

县举行一场特殊的“招亲”会——后港洲开发项
目推介会，邀请碧桂园、恒大集团等 30家知名
企业前来“相亲”。据了解，进贤估算投资54.84
亿元推动后港洲开发，建成“城市会客厅”的同
时，打造“进贤乡愁”。

后港洲历史上曾是进贤最繁华之地，随着
时代变迁、城市的扩张，加之缺乏整体规划，影
响了整体城市形象和品位。去年，该县启动了
规模最大、户数最多的旧城改造征迁项目，包括
各类房屋850栋，近40万平方米。同时，进贤邀
请浙江省规划设计院对后港洲规划设计。浙江
省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设计方案弥补
进贤老城区建设短板，保持老城市肌理，按照

“文化的源点、城市的客厅、全域旅游服务综合
体”的功能定位，打造“进贤乡愁”。

两民警合力救下八旬老太
本报崇义讯（记者邹晓华）“这是一名人民

警察应该做的。”4月 15日，庄上磊接到记者电
话时说。庄上磊是崇义县公安局横水派出所民
警。4月 12日早上，崇义县横水镇一名 81岁老
太坐在三楼阳台处约半小时，随时可能坠落。
赶到现场后，庄上磊和同事将老人救下。

庄上磊称，观察四周后，当时从二楼楼梯口
翻越窗户，爬上三楼阳台位置接近老人，并稳定
其情绪。庄上磊怕老人掉下，双手护住老人。
另一名同事从三楼防盗窗缺口爬入老人家中。
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救下。

22日上午参观省监测中心站 活动限定50人

快报名 看看PM2.5咋采样
玉带河截污提升下穿铁路工程报告获批

水保方案评审会“开”进高校

学习生活有张有弛 两寝室8名女生均保研
本报记者 邹晓华

环境保护

南昌研发 南昌生产

小米手机印上“江西制造”标签 昌飞AC311系列直升机
增添新技能 智造前沿

4月 12日，江西省
消防总队培训基地，消
防队员在进行实战技能
比拼。

当天，2018年度春
季实战练兵比武竞赛暨
冬训考核举行，由各消
防支队推荐的200余名

“高手”，在百米障碍救
助操、楼层火灾内攻操
等项目上展开激烈比
拼。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技能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