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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赣州经开区精心培育电子信息产业
本报赣州讯（记者唐燕 通讯员钟万龙）

“公司主要从事手机、医疗健康等智能终端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4月试生产以来，一
直在加班加点。有了当地的大力支持，我们
有信心在 5 年内做成百亿企业。”5 月 30 日，
赣州欧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费振阳信心满
满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赣州经开区围绕建设成为全国
知名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这一目标，扎实做
好产业招商、企业服务、平台建设等工作，精
心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出台《关于扶持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试行）》，推出了基
础设施建设、物流补贴、设备补贴等 12 个方
面的利好政策。同时，围绕手机整机+配套
的招商思路，对接国内重点目标企业，突出招
大引强。去年已签约欧唯智能终端产业链综
合基地、金信诺光纤预制棒等 12 个项目，签
约资金 100 亿元。此外，成立了电子信息产
业园建设指挥部，为电子信息企业引进落地、
开工建设等提供精细化服务。

赣江樟树段将建货运码头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义

民）近日，新钢公司联合中国物流、中江国际、
湖南五江集团与樟树市人民政府签约，4 家
企业共同投资50亿元，在赣江樟树段建设河
西港货运码头。该货运码头的建设，能极大
提高货运码头的运力，改变新余不沿江达海
的区位劣势，为新钢等重点企业就近水路运
输提供便利，大幅降低新钢物流成本。

此前，新余以及新钢公司的货物运输，由
于至码头公路等级太低等原因，只能通过南
昌港或九江港。新余火车站降为三级站后，
货运编组能力和运能显著下降，很多货物只
能靠汽运，导致物流成本每吨比沿海地区高
150元至200元。另一方面，赣江货运码头由
于辖区货运量少常年“吃不饱”。新钢公司参
与建设河西货运码头，既可实现区域内物流
资源设施设备优势互补与共享，又能大幅降
低新钢物流成本。

同时，新钢公司还计划依托峡江赣江水
利枢纽、新干航电枢纽以及赣江航道升级，与
峡江县就赣江货运码头合作事项达成协议，
界时新钢公司部分进口矿、煤炭、钢材等资源
通过樟树、峡江港口码头，采用铁水、汽水联
运等方式运输，多渠道解决新钢中转装卸、仓
储和配送。

站台搭“产房”众人助女婴诞生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哇……”6

月 2 日 21 时 43 分，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一
名女婴在鹰潭火车站2号站台顺利降生。

“快！我们列车上一名孕妇的羊水已破，
请支援。”21 时 21 分，由南宁开往宁波的
K582次列车刚驶入鹰潭火车站，列车长用对
讲机呼叫车站值班员黄瑞保，称携一岁幼童
出行的林女士出现临产征兆，情况紧急，请求
车站救助。了解情况后，黄瑞保紧急呼叫值
班主任徐照华联系救护车，同时组织 6 名职
工做好协助医生、照顾产妇的准备。

众人把林女士从列车上搀扶下来时，发
现婴儿的头部已露出，工作人员就地铺好床
单，让林女士平躺在站台上休息，并安排人员
照顾其随行幼童。很快，救护车赶到。鉴于
情况紧急，医护人员在站台搭建临时产房。
在众人协助下，林女士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鹰潭站客运员用担架将她抬上救护车，林女
士一再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周伟平）6
月 4 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该视频展示了6月2日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灯光烟花秀预演的画面。青岛浮山湾畔上
空礼花绽放，流光溢彩，场面非常震撼。记者
了解到，担任烟花燃放任务的是江西李渡烟花
集团公司。其实，李渡烟花是重大国际活动的

“常客”，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APEC
峰会、杭州G20峰会，李渡烟花都有惊艳表现。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将于6月

9日至10日举行，这是今年中国举行的又一重
大主场外交活动。6月9日晚将举行灯光烟花
秀，李渡烟花又一次被选为承担烟花燃放
任务。

李渡烟花集团总经理邓熠群介绍，这次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烟花秀是国内灯光艺术
和烟花设计表演一次最高水平的展现。该公
司按组委会要求，结合青岛这座美丽海滨城市
的特点，提前提交了设计方案。“这次燃放的阵
地跨度相当大，届时，海面9条船、陆地15个燃

放点将同时燃放，场面非常壮观。”邓熠群说，
“我们还将用烟花在 100 多米的高空中，通过
各种颜色效果组成多座呈半月形的‘彩虹桥’，
寓意为参会国家之间架起友谊之桥。”

李渡烟花集团负责燃放工作的副总经理
侯忠平介绍，为圆满完成此次表演任务，按组
委会创意团队“安全、环保”的要求，专门组织
了研究团队，特意研发出“弱炸”烟花。这种烟
花爆炸的强度小，但空中燃放时间长，能很好
地配合音乐和灯光，达到整个表演创意的要

求。另外，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降低了烟花
中硫的含量，燃放时硫化物下降 20%以上，减
少有害气体排放。

据悉，李渡烟花的技术团队 5 月 17 日就
到达青岛，为燃放工作做准备。6 月 2 日，成
功进行了预演，烟花和音乐、灯光配合严丝合
缝、分秒不差，实现了酷炫科技与艺术的完美
结合，达到了预期效果。目前，在进行正式燃
放的最后准备工作，李渡烟花将再一次惊艳
绽放。

5 月 29 日，适逢第 16 个国际维和人
员日，婺源县人武部将李利钱在赴利比
里亚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中荣立个人二
等功的喜报送至他的老家——秋口镇
黄源村。

2003 年 12 月，20 岁的李利钱应征入
伍。2004年，李利钱正式进入浙江温州武
警边防支队服役。2016年，国防部在全国
范围内选派 140 名士兵赴利比里亚执行
国际维和任务。在浙江省武警边防部队
服役的李利钱主动报名，从3000多报名者
中脱颖而出，并担任战斗一分队“尖刀小
队”一小队指导员。

2016年元宵节，李利钱的部队前往利
比里亚，先后进驻格林维尔和蒙罗维亚，
负责维护当地治安、武装巡逻和总统府警
卫工作。

“那时，常有一些不明身份人员在我
们营地周围转悠试探，局势比较紧张。”一
天晚上，6 个不明身份人员手持大砍刀潜
入营地，被执勤士兵发现后形成对峙，李

利钱迅速组织队员反击，并将其抓获，维
护了中国维和部队的军威。

另外，利比里亚本国警察难以维护社
会治安，当地政府请求中国维和部队帮助
培训。李利钱受命，担任利比里亚国家警
察学院“总教头”。此后，这一传经送宝形
式得以保持，两国形成了合作机制，也产
生了较好的国际影响力。

在 383 天的维和时间里，李利钱参加
了所有急难险重任务，带队进入过没有维
和部队到过的“三不管”敏感地带，时刻保
持中国军人的硬朗作风，维护中国的大国
形象。

2017年3月11日，在利比里亚完成一
个周期的维和任务后，李利钱登上飞机回
国，继续在武警边防部队服役。今年 4月
26日，因在赴利比里亚执行国际维和任务
中功绩显著，为国争光，李利钱被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授予个人二等功。5
月 25 日，李利钱所在的浙江武警边防总
队向婺源县人武部寄去了喜报。

“为国出征，我们准备好了！”在 2017
年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中，有一群英
姿飒爽的女兵，其中一名女兵叫吴嫣，是
土生土长的铜鼓妹子。6 月 4 日，记者辗
转联系上吴嫣，她讲述了维和的故事。

1990年出生的吴嫣，2011年大学毕业
后入伍，2013 年提干，2017 年入选成为中
国第四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女
子步兵班成员，执行人道主义救援和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等任务。

吴嫣作为维和步兵营的女性权益和
儿童保护官，参加了东南线武器禁区巡
逻任务，三天巡逻一次，一次 5 个小时或
7 个小时。吴嫣告诉记者，她的主要工作
除了巡逻外，还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女性
儿童保护方面的会议。“每天 6 时 40 分起
床，工作到 21 点。有时还参加联合国组
织的文艺演出、书法表演的活动。想家
的时候，会给父母打电话、发微信，父母
每天发一张合影给我，我也发一张照片
给他们。”吴嫣说。

靠近赤道的南苏丹，是世界上年均气
温最高的国家之一。吴嫣说，巡逻时常常
遇到火情。每次看到火情，巡逻官兵们总
是冒着高温，帮助当地人灭火。虽然每次
她都灰头土脸，既危险又辛苦，但是能代
表中国为当地民众做一些事情，维和官兵
义不容辞。中国营还会组织去附近村里
义诊，每次都会吸引很多村民前来，大部
分是烫伤或割伤，因为缺医少药，小伤口
也会严重溃烂。

中国营的官兵们也会利用休息时间
去附近学校教孩子们说中文、写毛笔字，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附近村里的孩子每
次见到中国官兵的巡逻车队通过时，都会
热情地说“Hello”。

吴嫣告诉记者，让她记忆深刻的是，
巡逻区域村庄的老师带孩子们在树下上
课，没有教室、黑板和桌椅。后来，她联系
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给他们送去黑
板等教具。目前，在村庄建立学校的事情
也已开始运作。

吉安启动免费“基因检测健
康筛查民生工程”

本报吉安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张建
华）6月4日，记者获悉，6月5日起，吉安市启
动免费“基因检测健康筛查民生工程”，将新
生儿疾病预防关口前移，以降低出生缺陷风
险和致残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据了解，这项旨在打造“健康教育+基因
筛查+精准干预”为一体的工程，免费为孕妇
或新生儿提供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地中海贫
血基因检测和耳聋基因检测等公共卫生服
务。免费提供的检测项目不得向受检人员收
取任何费用。确因医学需要开展的免费以外
的诊疗服务，费用由医疗机构按相关医疗服
务收费规定执行。此项民生工程经费由市财
政与县（市、区）按比例分担，列入财政预算。

婺源青年
利比里亚维和立功

铜鼓妹子
南苏丹维和

李秋秋 本报记者 邹晓华江淦泉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为摒弃现有陋习，提倡婚事新办、树立文
明乡风，近日，寻乌县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发出通告，提倡限定彩礼金额，并对彩礼
返还等相关问题做出解释。

寻乌县法院在通告中说明，彩礼是指基于
婚约、按当地风俗习惯、男方应女方要求、经中
间人（媒人）说和或双方认可的男方给女方的
财物，包括一定数量的金钱及房屋、车辆等价
值比较大的物品。恋爱中男方送给女方的小
件财物不属彩礼，但女方认可为彩礼的除外；

举行订婚、结婚仪式的请客、酒席费用不属于
彩礼；两人共同的消费不属于彩礼。

寻乌县法院表示，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提倡婚事新办、俭办，结婚仪式简
化。根据寻乌县农村收入状况，彩礼钱最好
限定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 年度
为 13242 元/年）的 2 倍以内，从源头上避免因
彩礼引起各类纠纷。此外，包办、买卖婚姻，
借婚姻索取财物，可能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
法律处理。

对于返还彩礼，寻乌县法院认为，其不仅
包括送、收彩礼的男女双方，也包括参与送、收

彩礼的双方近亲属。在具体操作上包括：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予返还；双方
已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且准
予离婚的，彩礼应予返还；双方已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因婚前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离婚后，彩礼可适当返还；返还彩礼时，无
论有无过错，均不能计算利息。

此外，收取彩礼方回赠给付彩礼方金额较
大的财物应当从彩礼总额中扣减（扣减后再考
虑返还比例问题），其中回赠现金的，直接扣
减。回赠嫁妆、物品的，折价扣减。双方在订
婚/结婚前，可根据自愿原则签订婚约协议，对

彩礼的给付金额及返还等事项进行约定；双方
对彩礼清算后达成协议的，经审查协议有效
的，按协议执行。协议无效的，依法予以处理。

记者了解到，2017年，安义县法院也发布
过《关于提倡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树立文明乡
风的村规民约》，对彩礼数额做出一定的限制
性规定。同时，明确彩礼纠纷发生后的调解处
理标准，从源头上避免彩礼过高引发的纠纷。
为便于操作，安义县法院还拟定了《婚约彩礼
协议》的格式合同，将法律规定的彩礼纠纷返
还情形以协议的形式确定，变被动受案为主动
预防。

我省基层法院发出婚事新办倡议
寻乌县法院对彩礼内容和返还情况做出解释

本报记者 陈 璋

小货车侧翻 众人齐救援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6月 2日 14时，省

高速交警总队直属六支队第一大队接到报
警，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在福银高速公路进贤
段发生侧翻。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事故车辆上所载的
饮料散落在路面上，民警立即做好预警措施。
经询问得知，当事人汪某驾车从南昌前往黎
川，行驶到事发位置时，由于当时处于下坡加
弯道路段，满载货物的车辆因惯性速度加快，
汪某心里一慌，一边踩刹车一边猛打方向，错
误操作导致车辆侧翻，所幸本人未受伤。

随后，在民警和养护、施救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将散落的货物搬到车上。民警提醒，遇
到急弯下坡路段时，驾驶员应提前减速，冷静
修正方向，切勿大幅度操作方向盘。

6月3日，鸟瞰南昌市赣东大堤南昌大桥
至朝阳新城段已是绿树成荫，这一段还设有
多种体育健身设施，成为美丽的滨江风光带。

据悉，整个赣东大堤风光带向北延至东
外环，南延至南外环，长约40公里，在确保水
利泄洪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打造成趣味、生
态、创新的大型城市公共滨水活动空间。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滨江风光带滨江风光带

承担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表演任务

9日夜晚 看李渡烟花绚丽绽放
降低烟花中硫含量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