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出台
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赵影、吕
玉玺）日前，记者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上饶市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 6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这是我省设区市第一部有
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政府
规章，也是上饶市取得地方立
法权以来第一部政府规章。

据悉，《办法》针对非机动
车辆管理、城市公交优先等重
点、难点问题明确相关规定。

《办法》从生产、销售源头入
手，加强管控，禁止生产、销售
非标准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并由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部门予以监管；此外还
规定了车辆销售者责任，针对
消费者购置的电动自行车、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因未列入国
家或省级产品目录无法在本
市登记的，销售者应无偿退货
或者换货。

《办法》明确，建设项目
竣工后，应对交通影响评价
落实情况进行核实，使交通
影响评价制度真正落到实
处，更具可操作性和实效
性。《办法》将保障道路交通
安全、有序、畅通作为重点，
提出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倡导慢行。规定改扩建
城市道路，应保障非机动车
和行人安全通行，在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行人混合通行
且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道
路，应设置隔离设施。

为解决城区停车难问
题，《办法》鼓励社会投资建
设停车场、库，开放单位自用
停车位，缓解停车难。并将
加快对停车诱导信息化系统
的建设。

记者了解到，《办法》明
确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为摩托
车等车辆从事载客营运的监
管主体，设置了处罚条款。

秀美乡村入画来

从青东公路驶往青原区富
滩镇社山村，道路两旁草木葱
茏、果蔬飘香，各类果蔬苗在初
夏的日光中繁茂生长。社山村
有 480 户，1980 余人。去年以
来，该村村容村貌不断改善，干
净整洁的小道通到每户村民家
门口。

与农村农业项目普遍缺乏
壮劳力相比，社山村“85 后”罗
龙军却扎下根来办家庭农场。

“我们村干净整洁，有山、有田、
有水塘，这么美的乡村以后希
望更多游客来玩。”

从吉安市区驱车到社山村
约半小时，便利的交通为该村
发展农旅结合带来利好。

社山村位于吉安市青原
区现代农业示范园的核心区

域，桑葚、水蜜桃、红心火龙
果、蓝莓、圣女果等水果，供港
的绿色蔬菜，订单式生产的绿
色水稻等是园区的三大特色
产业。每到周末与节假日，这
里的现代农业项目成为周边
居民与游客观光、休闲的好去
处，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上精心
打造的蔬果乐园将在不久的
将来迎来更多游客。

从 2013 年开始，在外打工
多年的罗龙军与其舅舅回乡承
租了村里 200 亩左右的山地、
农田，开始建设家庭农场。“在
建设中，我们把梨树、桃树、红
枣、梨子等换成贡柑、脐橙等，

发展好种植业才能为以后的采
摘游打下基础，农场的果蔬品
种较多，这样一年四季都有不
同亮点。”

罗龙军表示：“农业需要长
期投入，通过这几年经营，销售
鱼和鸡等农副产品每年有 40
多万元收入，对所从事的事业
有更深的了解和热爱。”

记者从富滩镇了解到，丰
富优质的蔬果优势有利于该
镇今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真正
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
结合。

特色产业+蔬果乐园 农旅融合迎客来
青原区社山村成观光休闲好去处

本报记者 赵 影文/图

罗龙军查看葡萄长势罗龙军查看葡萄长势。。

家庭农场饲养的五黑鸡家庭农场饲养的五黑鸡。。

社山村面貌一新社山村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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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大公路建设
施工扬尘防治
昌九改扩建项目施工方被处罚

本报讯 （记者郑颖）记者 5 月 15 日获悉，
我省持续强化道路扬尘治理工作，进一步将防
治重点延伸到公路改扩建项目，针对“边施工、
边通车”可能引发的道路扬尘问题采取防治措
施，加强监督检查，实现改扩建项目道路扬尘
污染明显改善。

省交通厅专门下发《关于切实强化高速公
路建设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在
建项目制定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明确目标
任务、敏感路段、防治措施，要求各项目法人保
障投入，将防治扬尘污染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同时，
将扬尘防治纳入日常检查内容，重点安排人员
对昌九改扩建项目扬尘防治情况进行暗访，明
确了各类责任主体扬尘防治不力的追责措施，
扬尘问题被点名通报的要严肃追究个人责任。

昌九改扩建项目办对省委办公厅通报的
扬尘问题所涉及的施工、监理单位进行了全线
通报，按合同条款分别处以10万元和5000元的
违约处罚，对扬尘防治不力行为形成有力震
慑。目前，昌九改扩建项目全线开展了排查整
改，对路面临时进出口部分进行了挖断封闭，
确需使用的进行硬化处理，对沿线裸露土能绿
化的进行复绿，暂不能复绿的进行覆盖防尘，
部分敏感路段设置了围挡，施工现场扬尘隐患
大幅减少。

据悉，我省将在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深入推
进绿色施工，加快研究制定公路施工扬尘防治
标准体系，加大扬尘防治投入，加强现场检查，
促进公路与环境更加和谐发展。

热浪滚滚，刚一入夏，我省多
地似乎直接进入盛夏。

15日，南昌最高气温达35.6℃，
这是该市今年首个高温日。当天，
南昌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
警，比往年提早了一个多月。

15 日，高温造访南昌，势头强
劲。接下来数日，阳光不像之前那
般温柔，最高气温在35℃左右。

根据最新资料分析，预计未
来数日，南昌市部分地区将持续
晴热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将达
34℃ ～35℃ 。尽管有阵雨，但天气
将更闷热。公众要注意加强室内
通风，加强空气对流缓解闷热感。

气象部门介绍，南昌市 15 日
出现的高温天气，为历年 5 月中上
旬同期最高。根据资料统计，历

史上 5 月份该市出现过 9 天 35℃
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极端最高
气温为 36.5℃，出现在 1963 年 5 月
23 日；连续高温日数最长的为 5
天，出现在 1963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高温出现最早的为 1988 年 5
月 2 日，达 35℃。

另外，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南
昌高温预警首发一般在 6 月底至 7
月初。

监测资料显示，5月11日以来，
我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
渐升高。

14日，横峰、玉山超过 35℃，以
横峰35.2℃为最高；15日，上饶县最
高气温达36.8℃。

气象专家介绍，今年的高温时
间出现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均为 5
月少见。

据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爱
华分析，由于近期西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北方
冷空气势力较弱，而印度洋到南
海向我国南方输送的水汽偏少，
因此形成全省近期的高温天气。

15日，全省气温继续保持上升
势头，除上饶外，抚州、宜春、吉安、
萍乡、鹰潭 5 市也迎来今年首个高
温天。16日，预计景德镇将加入高
温阵营。此外，吉安市高温天气将
持续4天。

根据目前气象资料分析，预
计 16 日至 17 日，我省大部地区维
持高温天气，除赣州市南部外，日
最高气温将达 35℃ ～36℃ ，局部
37℃。

专家提醒，需加强水电供应
和调度，做好防暑降温、用水、用
电和防火工作，还需加强防范局
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户外
活动、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

4月我省设区市优良天数比例
平均92.4%

本报讯（记者陈璋）5月15日，省环保厅公
布了4月我省环境质量月报。全省11个设区城
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92.4%，比上年同期上升
5.7个百分点。100个县（市、区）优良天数比例
平均为 91.6%，比上年同期上升 6.2 个百分点。
各县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56.7%～100%。

4 月，11 个设区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83.3%～100%，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7.6%，无中
度、重度和严重污染天，11 个城市空气质量级
别均为超二级。与上年同期相比，11个城市优
良天数比例均值由 86.7%上升为 92.4%，上升
5.7个百分点；与上月相比，11个城市优良天数
比例均值由95.0%下降为92.4%。其中，九江和
赣州市优良天数比例最低（83.3%），新余和上饶
市最高（100%）。与上年同期相比，萍乡和抚州
市优良天数比例下降，九江、新余、赣州和宜春
市持平，其余 5 个城市上升；与上月相比，南昌
和新余市优良天数比例上升，上饶市持平，其
余8个城市下降。

超标天数中，以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为首
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为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主要污染物中，全省设区城市 PM2.5
浓度月均值为 42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同期下
降 2.3%；PM10 浓度月均值为 83 毫克/立方米，
比上年同期上升9.2%。

我省首个高温黄色预警发布

今年高温预警为啥来得这么早？
因副热带高压“逞强”南昌发布预警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宁娟霞 全省天气

16日：赣北北部多云，部分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
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
晴天多云；

17日：赣北北部多云，局部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
晴天多云；

18日：赣北多云，大部分地区转
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赣中赣南
以多云天气为主。我省高温天气缓
和，最高气温赣北北部28℃～30℃，
其他地区33℃～35℃。

南昌天气
16日：晴间多云，27℃～35℃；
17日：晴转多云，局部阵雨，

27℃～34℃；
18 日：多云转阵雨或雷雨，

26℃～34℃。

本报安福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刘丽
强）5月13日，安福县甘洛乡黄栀子基地的2000
亩栀子花争相绽放，清香扑鼻，引来不少游客。

甘洛乡乡长刘荣华告诉记者，甘洛黄栀子
（白茶）生态惠民示范基地由浙江安吉客商于
2012 年投资兴建。目前，已投入 2600 多万元，
建成了 2000 余亩黄栀子示范基地和园区加工
车间，600 余亩白茶基地。基地内种植的白茶
品种是浙江安吉最新品种——黄金芽，种植的
黄栀子为台湾引进的新品种——阿里山1号。

刘荣华说，该乡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34.6万
元，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帮助、引导 96
户贫困户入股黄栀子和白茶种植项目，入股期
初定 5 年。同时，该基地在用工方面优先照顾
贫困户，为贫困户提供松土锄草、防病灭虫、果
实采摘等劳务，该基地连续三年用工支出在60
万元以上，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实现了企业
与贫困群众的双赢局面，树立了民营企业助力
脱贫攻坚的良好典范。

栀子花开 香满乡间

本报九江讯 （记者杨静）一边
是国企兼上市公司，一边是民营企
业，双方合作多年却因一笔 100 万
元的款项对簿公堂。庐山人民法院
执行局的法官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对
症下药，不仅化解了纠纷，还促成了
3000 万元的生意，为两家企业的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

申请执行人巨石集团九江有限
公司和被执行人科得公司的母公司
都是江西玻璃钢行业的龙头企业，

双方从2009年3月开始合作。截至
2014年 11月，前者已向后者供应玻
纤产品 69 批次，货值 1000 余万元，
科得公司支付 900 余万元后，尚有
100万元未支付。

巨石九江公司多次催讨无果后
诉至庐山人民法院，法院判决科得
公司向其支付货款 955395.42 元和
产生的利息。

判决生效后，科得公司拒不履
行义务。巨石九江公司于 2018年 2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
官张鹏等人通过查询科得公司的
工商登记、银行存款、房产土地后
发现，科得公司名下几乎没有有价
值的财产，而它的母公司是一家上
市公司——江西科得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张鹏介绍，新材料公司一开始
存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巨石九
江公司是本土企业，自己是外地企
业，判决结果有地方保护主义之

嫌。但他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两家
公司一直保持合作。科得新材料公
司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玻纤原材料，
而巨石九江公司恰恰是最近最便捷
的原材料供应商。

“如果与巨石九江闹僵，新材料
公司就要从外省购买原材料，成本
肯定要增加，新材料公司其实还是
想与巨石九江公司继续合作，但羞
于说出口。”张鹏说。

了解详情后，执行法官打感情

牌、经济牌，撮合双方“破镜重圆”。
在法院的协调下，两家企业的相关
负责人坐到一起协商。

商谈中，巨石九江公司负责人
述说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无奈，新材
料公司也表达了歉意并提出会尽快
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4 月 27 日，
巨石九江公司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和
解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了撤销执
行申请，并与新材料公司签订了总
值3000万元产品的订单协议。

百万元纠纷对簿公堂 三千万元合作握手言欢

九江法官巧执行让“冤家”变“亲家”

游客徜徉栀子花海。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本报讯（记者游静）5月15
日12时28分，省气象台发布今
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这是我
省自 2004 年底建立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发布制度以来，发布
高温预警信息时间最早的一年。

自 5 月 11 日以来，我省大
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渐
升高。其中，14 日全省最高气
温普遍高于 33℃ ，局部超过
35℃ ；15 日赣北赣中有 46 县
（市、区）最高气温超过35℃，单
日 35℃以上县（市、区）数量为
全省自 1959 年有完整气象记
录以来，5月中旬高温数量历史
第五位。

根据统计，仅 5 月 15 日一
天，全省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55 次，其中各设区市局发布预
警信息 9 次，各县（区）局发布
预警信息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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