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余红举 通
讯员淦宝根）5 月 25 日，记者
了解到，世界三大国际评级机
构之一惠誉国际出具评级报
告，给予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
（以下简称“省铁投集团”）国
际信用评级“A-”等级，省铁
投集团成为全省首家获国际
信用评级的省属企业。

国际信用评级是对企业
在国际资本市场信用水平的
综合评价。

在评级过程中，省铁投集
团多次就省政府对做大做强
省铁投集团的决心和举措进
行陈述，对自身发展规划、战
略实施、筹融资情况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展示，使评级机构对
省铁投集团的了解更加全面、
深入。近日，惠誉国际给予省
铁投集团长期企业信用评级

“A-”等级，评级展望为“稳
定”。惠誉国际在出具的评级
报告中指出：“江西省铁路投
资集团公司是江西省铁路行
业唯一的投资代表，江西省政
府为应对该地区的交通基础
设施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并按‘十三五’规划和‘一
带一路’倡议，把江西建设成
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铁路
枢纽。由于江西省铁路投资
集团公司的深入参与，对区域
交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介绍，这次省铁投集团
成为全省首家获得较高国际
信用评级的省属企业，对省铁
投集团大力实施“走出去”战
略，为后续拓宽海外融资渠
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
成本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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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办培训班促电商创业
本报抚州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饶方其）

近日，记者在抚州市东乡区电商创业园的授
课室看到，今年第七期电商创业培训正在进
行，30名学员正聚精会神地聆听专业教师的
授课。

据了解，自2016年以来，该区为推动一、
二、三产业触电涉网，融合发展，带动更多百
姓投入到电商创业的热潮中来，出资建立了
抚州市东乡区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聘请电商领域的专业教师为大家免费授课。
学员接受连续的8天培训，学习店铺创建、店
铺装修、美工实操等电子商务基本知识，培训
合格后还发放相应的合格证书。

数据显示，通过 3 年发展，零成本电商
创业培训班已开班 40 多期，培训人员达
1200 多人，电商创业园的商家有 90%以上参
加过培训。

一海外博士团队落户高安
本报高安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高组轩）

5 月 25 日上午，一从事物联网项目研发的海
外博士团队正式签约落户高安，为该市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据悉，首批已有两名博士、两名硕士进驻
高安。该团队成员长期从事物联网及相关领
域产品开发，具有一流的技术研发、科技创新
以及敏感的跟踪市场需求能力。

高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该项目
尽早落地，采取“一事一议、区别对待”等方
式，先后为该技术团队开启人才绿色通道、免
费提供技术研发用房、为项目核心团队免费
提供人才公寓住房、提供相应项目研发经费
并开通高安人才服务绿卡、享受当地各类人
才政策等。

据了解，该项目的落户不仅开创了高安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先例，更对加快推进
高安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提升高
安科技创新能力、带动当地传统产业升级等
具有深层次意义。

“这是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以后
遇到这种事情，我还会上前。”5月27
日，胡昌礼坚定地对记者说。

5 月 24 日 18 时许，一阵呼救声
打破了玉山县南山乡港口村的宁
静，一名女子驾车不慎冲入河中。
胡昌礼看到后，跳进河里将落水的
女司机救起。胡昌礼是玉山县人，
系武警浙江总队衢州支队军官，正
在办理转业手续。

3分钟救起女司机
事发时，胡昌礼正好带孩子在

附近散步。他发现对面有车子冲入
河中，赶紧请他人照顾孩子。“当时
情况比较紧急，我边跑边脱衣服，以
最快速度跳进河里。”胡昌礼回忆
说，当时就一个念头——救人。

胡昌礼告诉记者，整个救人过

程大概3分钟。
他介绍，路面到河里有数米落

差，当时河水最深处漫过成年人
的脖颈。“女司机不会游泳，已经
从驾驶室内爬出来，趴在引擎盖
上。车里已经浸了水，正在下沉，
女司机吓得不知所措。”把女司机
救上岸后，胡昌礼最担心车里是
否还有其他人。他返回河里，确
认车里没有人，悬着的心放下了，
并帮女司机把贵重财物从车中取
出，交给对方。

记者了解到，当时女司机晓芳
（化名）从上饶县开车前往玉山县南
山乡探亲。“以前没有开过这样的山
路，弯很多很急，拐过这个弯时就懵
了，感觉撞到了什么东西，回过神来
时，车已经在河里了。”晓芳回忆。

“那时真的很害怕，很慌张，当看到

河对岸很多人跑来帮忙时，才感觉
踏实了很多。”晓芳心有余悸。她
称，真的非常幸运。

之前也曾下河救人
记者了解到，晓芳被救起后回

了亲戚家，经初步检查，仅轻微磕
碰，受到惊吓，并无大碍。

“当时大家刚好吃完晚饭，见有
车冲进河里了，都赶来帮忙。胡昌
礼跑得最快，一下子就跳进河里把
人救起来。”村民说。

胡昌礼英勇救人的视频被村民
们发到微信朋友圈后，迅速收到大
量点赞并被转发。他的事迹也传到
所在部队。

记者获悉，这不是胡昌礼第一
次下水救人。

2005年春节，当地山洪暴发，一

名村民驾船过河时船翻了，胡昌礼
和其他村民把落水者救起。“那时，
我正好从部队回家探亲。邻居用船
运送餐桌到河对面，因下雨，水流很
急，船突然翻了，邻居被扣在船底。
我立即组织村民下河救人。”胡昌礼
回忆。

“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在部队训
练过游泳，身体素质比较好。部队
的教育和训练，给了我勇气和能
力。”胡昌礼说。

记者了解到，36 岁的胡昌礼
在办理转业手续。他说，转业不
转 军 人 作 风 ，退 伍 不 退 军 人 本
色。群众有危难时，救援是条件
反射。“虽然我在办理转业手续，
但我永远牢记自己曾是军人，以
后也要继续为社会为百姓付出和
奉献。”胡昌礼说。

为其申报三等功
记者辗转联系上胡昌礼所在

的武警浙江总队衢州支队支队长
吕志法。他对胡昌礼赞不绝口，称
赞他讲正气、讲正义；有品质、有担
当，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胡昌礼
救人行为体现了军人舍我其谁的
担当精神。他救人是发自内心的
自觉。”吕志法说，胡昌礼还在办理
转业手续。

记者了解到，武警浙江总队
衢州支队派人赴玉山对胡昌礼救
人之事进行详细调查走访，为其
申报三等功。“5 月 26 日，部队已经
派人赶到玉山县，对此事进行详细
了解。支队已向武警浙江总队领
导汇报，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吕
志法说。

虽然已过去一周时间，闫小姐对
南昌新城吾悦广场招商服务中心于5
月20日免费派发的小龙虾仍心有余
悸。“和朋友逛街，吃了举办方免费
派送的小龙虾后，没多久就出现腹
泻、呕吐症状。当晚在小诊所就医，
第二天上午就赶到医院就诊。请了
几天假，到 24 日才明显好转。”闫小
姐称，后来听朋友说，也有几个人出
现这种状况，闫小姐就申请加入

“520小龙虾维权”微信群。
夏女士像闫小姐一样，20 日晚

领取了举办方派发的小龙虾，出现
相同症状。

“就诊时间：5 月 21 日 10 时 23
分。现病史：患者缘于1天前服用小
龙虾后出现腹痛，呈持续性……”夏
女士向记者提供的《江西省肿瘤医
院门诊病历记录》显示，其诊断结果
为急性胃肠炎。

在维权微信群内的其他 5 人分
别在不同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也为
急性胃肠炎。

她们怀疑是小龙虾惹的祸，于是
找到举办活动的招商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王群沟通，对方表示只能“请
她们吃个‘大餐’解决此事。”“哪还敢
吃他们的‘大餐’。”夏女士说，“因为

不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大家一直在维
权，举办方迟迟不给予明确回复。”

据了解，南昌新城吾悦广场招
商服务中心 5 月 20 日 17 时 30 分，在
791 悦街举办了疯狂烧烤节。南昌
吾悦广场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福
利】疯狂烧烤节，500 斤小龙虾免费
吃，白送不要钱》信息显示，当晚免
费派发800份。

招商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王群
说，791悦街每个周末都会举办活动
吸引人气。20日的这场活动准备了
500 斤小龙虾，每份 5 只，一共 800
份。由于来的人不多，没有全部派

发完，多余的送给 791 悦街的商户
们。王群称：“她也接到有关人员电
话反映身体不适，也询问了她们的
诉求。本想请她们吃饭协商解决。”

事发后，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
局、南昌市高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均没有接到有关南昌新城吾
悦广场招商服务中心“疯狂烧烤节，
出现消费者不适”的情况报告。

25 日下午，南昌市高新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张向
农来到南昌新城吾悦广场招商服务
中心询问情况后表示，消费者身体
出现不适，举办方应第一时间向主

管部门报告。张向农查阅后发现，
新城吾悦广场招商服务中心在露天
举办食品节活动，没有向食品药品
监督部门报备。

王群则称，这些小龙虾是从正
规渠道采购的，对方有食品许可证。

张向农表示，他们会介入调查，
因时间过去一周，很难固定证据。

“举办方没有举办美食节这类的主
体资格，首先存在过错。将督促举
办方赔偿出现不适情况消费者的医
疗费以及误工费，并明确该中心下
次不能再举办此类活动，再发现将
对其进行处罚。”

新余至上高快速通道
设16个港湾式客运停靠站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义
民）5 月 23 日，记者从新余市公路局了解到，
该市高铁站至上高快速通道（S221付家圩至
加山段）升级改造中，将在公路沿线人口较密
集的村庄设置 16个 8对港湾式客运停靠站，
方便群众乘坐高铁。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两地经济合
作加深，省道 221 线新余至上高段交通量增
长较快，客运车辆和社会车辆相互交织，影
响公路通畅，尤其在客运停靠站极易造成
交通阻塞，易对乘客人身安全带来安全隐
患。该局借鉴城市公交站台的做法，在设
计时就考虑适当拓宽停靠站处的公路，将
客运车辆的停靠位置设置在正常行驶的公
路之外，有效降低客运车辆停靠时对交通
流的影响，保障车流的正常运行和乘客的
乘车安全。

目前，设计已通过评审，正在进行施工
图设计，客运停靠站预计与路面工程同步
完成。

7名活动参与者患急性胃肠炎

不具备主体资格 美食类活动不能随便办
有关部门：新城吾悦广场招商服务中心存在过错 督促赔偿

好样的，他3分钟救起落水女司机！
胡昌礼正办转业手续 部队为其申报三等功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吕玉玺

靠山吃山，对宜春市奉新县
百丈山景区管委会涂家新村来
说，现在与以前的“吃法不同”。

此前，村民靠伐木为生；而
今，涂家新村瞄准了秀美乡村建
设，与景区相融相合，村民办起
了农家乐，村子美了，村民荷包
鼓了。

涂家新村为2011年百丈山风
景区 5 个村小组移民搬迁组成。
谈到涂家新村打造秀美乡村，百
丈山景区管委会党委书记李梁峰
说：“当初，设计方案出来后，大家
都觉得很美。看起来美，但不实

用。”李梁峰认为，秀美乡村建设
不仅要体现“美”字，而且还要体
现“振兴”二字，乡村振兴关键在
于产业兴旺，盘活涂家新村的配
套功能就能让旅游旺起来。于
是，设计方案经一次又一次修改
完善后才付诸实施。

新村美不美？美！依山而
建，河流穿村而过。每家每户是
二层小楼，徽派建筑，一楼是店
面，52户人家有 37户依靠美起来
的环境办起了农家乐。

“建设秀美乡村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百丈山管委会集镇

办主任赵尚文，3 月前还担任涂
家新村党支部书记，他说：“许多
村民为体现农家乐的‘土’字，绿
化带上种菜，家门口搭鸡棚养
鸡，可这得不偿失，许多游客见
到环境不好，抬脚就走。”村干部
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整治菜
地、鸡棚。

“这两年，夏季民宿客房爆
满，有时，我们都得打地铺。”赵
尚文说，“以南昌游客和退休人
士居多，好多人一住就是十天半
个月。”

郭良兰是该村较早经营农家

乐的农户，今年特别装修 15 间房
为游客提供住宿。郭良兰说：“这
两年乡村游越来越热，生意越来
越好，一年最少有 10 多万元纯收
入，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也回来
一起办农家乐。”

法国巴黎国际商业与发展学
院汉语教师顾永庆曾做了24年国
际导游，5 月 11 日，他慕名而来。
他说，涂家新村的美食、美景让人
流连忘返，有机会一定再来。

顾永庆表达了众多回头客的
观点，这也是涂家新村通过集体
智慧与辛劳汗水带来的变化。

本报记者 余红举文/图

村子环境好 农家乐更多了

奉新涂家新村美景让乡亲更富裕

美好家园我们建
MEIHAOJIAYUAN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涂家新村一景涂家新村一景。。

高校英语书法作品惊艳亮相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陈钰翔）上

周，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全校英
语书法大赛，优秀作品惊艳亮相。

据悉，此次英语书法大赛是“红五月英语
文化艺术节”的重头戏，作为该校外国语学院
的品牌活动，“红五月”10多年来坚持为师生
提供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展板上，花体、印刷体、意式斜体……上
千幅作品运笔流畅，各有千秋。

“哇！这真的是手写的吗？”“厉害了，这
得练多少年啊！”观展的同学不禁感叹。

该校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朗认为，
练习书法需要坚持。见字如面，字如其人。

“英语学习也要注重书写，这是门面，更是气
势，写出青年活力！”

23年无户口 民警为女子解难题
本报乐平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华海

英）近日，一名女子来到乐平市公安局接渡派
出所，23岁的她竟一直无户口。该所立即组织
警力入户走访，调查搜集材料，为其解决难题。

据悉，该女子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落户，
随养父生活了 20 多年。该女子出嫁并怀孕
后，面对婚姻登记、小孩上学等情况，对户口
问题不得不重视起来。

接渡派出所所长江晓峰、教导员石贵锋
了解情况后非常重视，组织警力调查搜集材
料，在进行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确认其身
份后，为女子补办了户口。当拿到户口簿，看
见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时，该女子
连声向民警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