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赌窝藏身两县交界
铅山警方一举端掉

本报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程源财）
5 月 15 日，记者从铅山县警方获悉，铅山
县公安局近日破获一起特大赌博案件，捣
毁一个藏身铅山和弋阳两县交界处的特
大赌窝。目前，该案已移送当地检察
机关。

办案民警介绍，今年3月份以来，以江
某、祝某、肖某、王某为首的社会闲散人
员，“看中”了铅山县湖坊镇横塘村一处山
坳无人居住的老房子。该处地理位置偏
僻，其北边与弋阳县接壤，南边可达铅山
县湖坊镇，加上属丘陵山地地形，很容易
逃避警方的抓捕打击。

为了让赌徒们安心参赌，每天早上，
赌场有专门的车辆来接赌徒们去聚赌，午
饭由赌场安排，下午2点赌博散场，有专门
车辆送赌徒们回家。赌场外围暗哨遍布，
每个路口都安排了人员看守，一有情况立
即通风报信。对新来的赌徒，他们也会仔
细核查身份。赌场内部，有专人负责洗牌
发牌。短短两个月时间，出入赌场的赌徒
多达六七十人，每天的赌资高达十几
万元。

为了将这帮赌徒一网打尽，铅山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进行了秘密侦查。很快，民
警摸清了该赌博团伙的组织架构、活动规
律、岗哨分布以及参赌人员信息等情况。
可是由于参赌人员众多、赌徒们反侦察意
识极强，现场抓捕十分困难。加之赌博现
场又是位于两县交界处的荒郊野外，如果
民警贸然行动，很可能打草惊蛇。

铅山县公安局成立了由治安大队牵
头，扫黑专业队、刑侦大队、湖坊派出所等
单位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了专案组。4 月
24 日，专案组接到群众举报，该赌博窝点
再次聚赌“开工”，立即部署抓捕行动。当
场抓获涉赌人员 16 人，缴获赌资 7 万
余元。

从打猎人到
山区护鸟人

5月14日，武宁县宋溪镇伊山村
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
白颈长尾雉的出现，得益于当地农民
张友文、张友智兄弟俩长期以来的保
护行动。

记者了解到，张友文、张友智从小
就在伊山打猎，国家禁猎缴枪后，1987
年他们上缴了猎枪，再也没上山打
猎。2015年，白颈长尾雉在伊山被发
现后，他们兄弟俩就一直巡山护鸟，天
天上山为鸟儿投食，从没有中断过。
2016年，他们还和当地摄影爱好者一
起，救助了一只受伤的白颈长尾雉。

本报记者 燕 平摄

▲ 白颈长尾雉华丽亮相。
▶ 张友智每天上山投放玉米。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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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不用再跑回
车辆原籍去进行年审。这改革政
策，真好！”拿到南昌首张异地年审
证，赣州的车主乐得合不拢嘴。5
月 15 日，南昌市公路运输管理处首
次为外地物流企业的车辆办理了
异地年度审验，意味着以后在该市
的省内异地营运货车车主不用来回

奔波了。
“通过营运货车异地年审，将

‘便民、利民、办实事促发展’与行
业监管紧密结合起来，促进道路
货运行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南 昌 市 运 管 处 货 运 科 李 胜 介 绍
说，以往营运货运车辆都要回原
籍办理车辆年度审验，很多司机
抱怨这样来回奔波很不方便，急

切希望能改革年审制度，让符合
规定的营运货车异地办理年审业
务。“以往条件不具备，各地监管
信息也没有联网，现在条件具备
了，我们立即开通了异地年度审
验办理。”

5 月 9 日，赣州灵通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闻讯而来，到南
昌市运管处咨询办理货车异地年

度审验事宜。货运科工作人员对
这例首起申报营运货车异地年审
也非常重视，认真细致解答相关
政策，告知其年度审验所需提供
的材料及流程。货运科工作人员
按照规定查验了该公司货运车辆
赣 B600N9 的检测合格证等相关
材料后，立即为此车辆办理了年
度审验。5 月 15 日赣州灵通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领到了南
昌市首张营运货车异地年审合格
证，避免了以前企业到车籍所在
地年审的往返奔波之苦。

据悉，鉴于货运车辆异地年
度审验工作将常态化，南昌市运
管处还将建立了专门的异地审验
车辆档案，规范办事流程，进一步
提供优质的异地审验服务。

本报讯 （记者赵影）5 月 19 日
中国旅游日期间，我省多地景区推
出优惠活动，将惠民旅游落到实
处。其中，武功山景区、瑞金红色景
区、天柱峰等景区免费优惠，婺源、
明月山、滕王阁等景区五折优惠。

据悉，5月 19日，萍乡市武功山
景区、铜鼓天柱峰景区、安福武功山
（羊狮慕）景区免门票优惠，南昌八

大山人梅湖景区、八大山人纪念馆
免费开放，瑞金红色景区（共和国摇
篮景区、中央苏区军事博览园、云石
山—长征第一山）免费开放。南昌
梅岭狮子峰、竹海明珠、神龙潭、紫
清山景区对1.2米以下儿童、65周岁
及以上老人（持身份证）、全市的公
安干警（持有警官证）实行免票。

5 月 19 日当日，明月山景区实

行门票 5 折优惠，凡游客购买婺源
旅游通票可享受 5 折优惠，滕王阁
实行学生半价、南昌市民半价、65周
岁以上老人免票优惠。游客通过景
德镇古窑官微购买5月19日当天门
票，可享受 65 元门票优惠价。游客
至少提前一天关注仙女湖景区公众
号并转发活动推文至朋友圈，可享
受门票半价 60 元+大船票 40 元共

100 元的优惠政策。省内散客凭有
效身份证件可以享受购买龙虎山通
票 150 元/张，享受龙虎山资源性门
票全免政策。

据了解，今年中国旅游日恰逢
周末，也为我省居民出游省外景区
带来便利。上海、安徽、河南等地日
前公布多项惠民措施，如，上海东方
明珠、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上海野

生动物园等 65 家景区（点）在当天
将推出门票半价或免费的优惠；河
南郑州黄帝故里、荥阳环翠峪风景
区等多景区将免费开放，5 月 19 日
下午 5 点之后，清明上河园夜游门
票享半价优惠；安徽黄山风景区推
出“230 元一票畅游”特惠活动，西
递、塔川、屏山、打鼓岭、桃花潭漂流
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等。

旅游日 我省多家景区端上“旅游大餐”
武功山、瑞金红色景区等免费 明月山、婺源等门票五折 寻乌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

本报寻乌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李浩）5
月 13 日，记者从寻乌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寻乌
县为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坚决消除大班额现
象。2016 年 11 月对大班额现状进行了摸底调
查，制定了《寻乌县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
项规划》，去年底实现了基本消除大班额。

寻乌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共 162 所，
其中小学142所（含教学点114个），九年一贯制
学校10所，初中8所，完全中学2所。2016年该
县义务教育阶段存在大班额问题的公办学校共
15所。按照实施计划，2017年度应消除大班额
56 个，超大班额 8 个。通过强化资金安排和供
地、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加强教师配备和政策引
导等举措。寻乌县消除 56 人以上大班额 105
个，大班额数由原来的167个减至62个，大班额
比例从 2016 年的 15%下降到 5%；消除 66 人以
上超大班额19个，超大班额比例从1.7%下降到
0，完成了2017年度消除大班额专项实施计划。

警属开放日八旬老人再“上岗”
本报讯（记者童梦宁 通讯员陈玖生）挽着

父亲的胳膊、牵着妻子的手、怀抱幼儿，共同走
进高墙参观。近日，我省洪都监狱首次举办警
属开放日，200 余名一线狱警陪同亲人参观监
区办公楼、监舍、图书室、心理咨询室本、配餐中
心及服刑人员的活动场所，令警属零距离感受
到新时代人性化的监狱环境，。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警属中有一位白发苍
苍的 83 岁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洪都监狱
第一代狱警朱根水，在该监狱从警 48 年退休。
巧合的是，他的儿子朱旭平、孙子朱恒均是该监
狱的狱警。此次警属开放日系朱根水老人退休
近20年后首次进入监区，他特意翻出珍藏的第
一代狱警制服穿在身上，精神抖擞走入监区，重
温当年坚守岗位的岁月。

洪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黄日德表示，此
次举办的警属开放日活动，是推进从优待警、激
发工作动力、凝聚发展合力的一项举措。

省城300组家庭将获邀过“六一”
本报讯（记者刘斐）寻找最美书香家庭，12

组优秀选手现场火热 PK，爱心捐赠名著小书
包，和留守儿童一起手拉手结对子……记者获
悉，这些丰富有趣、充满爱心和创意的活动都将
在 5月 26日举办的“书香润童年 悦读新时代”
第四届六一“童乐汇”中呈现。

记者了解到，由南昌市妇联主办、市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承办，第四届六一“童乐汇”主题活
动报名日前已正式启动，面向南昌市招募 300
组少年儿童家庭免费参加，共赴童乐盛宴。广
大市民家庭即日起可通过关注南昌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并进行线上报名。

倾情帮扶 重病贫困户康复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陈晗、聂朦）“要不是

你们帮扶干部，这病都不知道要折磨我多久，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5 月 14 日，樟树市人民医院
上演温情一幕，该市店下镇芦岭村贫困户朱正
连拉着帮扶干部林建文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

今年 4月，家庭签约医生给 59岁的朱正连
进行检查时，发现其腰部不适，建议到医院复
查。“我给市人民医院的帮扶干部林建文打了电
话，他第二天就带着我去做检查，真是贴心啊！”
朱正连坦言，过去担心看病难、看病贵，生病了
总是拖着、忍着。

经过医院的检查，诊断朱正连为双肾结石，
中度积水。看到朱正连病情严重，林建文赶紧
给她张罗着手术，忙前跑后办理各项手续，把她
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着。

“总费用 1.7 万多元，报销减免了近 1.6 万
元。”5月13日，朱正连顺利康复出院。

大士院北区社区开展感恩母亲活动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周晓玲）近日，南昌

市大士院北区社区开展了“营造温馨家园 感
恩母亲深情”主题活动。活动中，大家心怀感
恩，通过向母亲呈上精美礼物，动手为母亲揉
一揉肩等活动环节，向母亲致以深沉爱意和美
好祝福。

5 月 16 日上午，在南昌市丁公
路兴柴北苑社区，居民张大爷拎着
两袋垃圾下楼，走到智能垃圾分类
投放机前，拿出自己的二维码智能
卡往写着“塑料”的门前一扫，箱门

自动打开。随后，他又刷卡打开写
有“纸张”的门，投入垃圾。不一会，
机器就显示他丢下的垃圾重量。

自今年 3 月开始，南昌市丁公
路街道在辖区内兴柴北苑和恒茂国

际华城社区启用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以来，居民们从开始的排斥到欢迎，
对于垃圾分类系统也从“不要装”到

“快来装”。

垃圾可换生活用品

在兴柴北苑小区，不时可见小
区居民拎着分装好的垃圾来到智能
垃圾分类箱前，等着将垃圾换成积
分。“只需整理一番，垃圾可以变积
分，积分可以换饮料食品和生活用
品，这真是变废为宝。”小区居民张
女士用卡一刷，再投下一袋废纸，她
所投的垃圾能换多少分，家住哪栋
楼，也在智能垃圾分类收集站的大
屏幕逐条显示。

“我司在每户注册时会免费发
放一张带有二维码的卡、一个家用
垃圾桶、一本垃圾分类宣传册，居民
可用刚注册的二维码卡免费在垃圾
袋发放机扫码领取一卷捆绑了自家
二维码的垃圾袋。”运营垃圾分类的
中国天楹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最初垃圾分类项目进入这两个社区
时，还有不少居民不理解不支持，不

让摆放智能垃圾分类系统。

小区居民主动参与

“经过我们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上门做工作，居民总算同意先搞一
两个点试运行，结果没多久，居民们
就抢着要将智能垃圾分类系统放在
离自己家近的地方。”丁公路街道环
卫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始的时候
居民怕垃圾分类箱会有味道，又觉
得占用了公共空间，但运行几天后，
居民发现智能垃圾分类系统不会有
味道传出，且随手丢垃圾就能换积
分，都找到街道要求在小区内多安
装几个智能垃圾分类系统，“要离自
家越近越好”。

兴柴北苑的王阿姨告诉记者，
以前她不让垃圾分类系统摆在楼
下，怕挡住自己晒太阳的位置，后来
发现丢垃圾可以换生活用品，就希
望街道赶紧装一个在楼下。“我这老
胳膊老腿的，走到楼下就能丢垃圾
换积分，多方便。”

兴柴北苑社区经过两个多月的
试运营，社区总户数 947 户，注册户

数 734 户，注册率达到 75%；参与户
数289户，参与率40%。恒茂国际华
城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社区总户
数2181户，注册户数856户，注册率
达到 40%；参与户数 416 户，参与率
达到51%。

智能系统遭遇成长烦恼

5 月 15 日，智能垃圾分类进入
丁公路街道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运
营团队开展入户宣传提高注册率和
参与率，并对积分排名前三名进行
再次奖励，提高居民的积极性。

中国天楹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在试运行的两个月中，我们
发现有居民将纸尿布投入废纸回
收箱，将瓷砖投入玻璃回收箱。”该
负责人表示，尽管当时设备无法识
别，但可以根据扫码的数据找到投
放垃圾人。“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认
为是宣传不够造成的误解，所以都
登门解释并收回相应积分，也请居
民们注意，将相应的垃圾投放至垃
圾箱，避免给工作人员带来后续的
麻烦。”

高温持续 周五雷雨
本 报 南 昌 讯 （记 者 徐黎明）

35.7℃！16 日 16 时 08 分，南昌气温再
次冲顶，未来两天，这样的高温还将持
续。随着雷阵雨的造访，周六最高气温
降至高温线以下，但气温仍是30+。

在副高的控制下，从 15日开始，南
昌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而且有可能
持续 4 天之久，这在当地的 5 月非常少
见。根据预测，周四和周五，南昌仍将
出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周五
将迎雷阵雨，但热度不减，甚至会有湿
闷的感觉，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尽量
避免午时户外活动。17 日，南昌晴转
多云，27℃～35℃；18日多云转雷阵雨，
26℃～35℃；19日雷阵雨，25℃～32℃。

改革年审制度方便群众 让外地货车司机不用再两地奔波

南昌办理首例货车异地年审

省城小区智能垃圾分类受欢迎

垃圾变废为宝 居民争当“分类达人”
本报记者 蔡颖辉文/图

社区多了不少“分类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