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日
前，南昌市发改委批复了《关于南
昌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除臭
提升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审
查》，将进一步提升全市污泥处理
能力。

据悉，南昌市污泥集中处理处
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京东大道
1299 号的南昌污泥处置中心内。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泥接
收系统进行密闭处理；污泥调理车
间、药剂车间对 11个调理反应釜进

行密闭处理；污泥脱水和干泥临时
库房，脱水车间采用有机玻璃及现
有钢架进行密闭；污泥堆积间利用
现有平台及立柱进行密封；其余库
房利用现有钢架厂房进行密封；其
余产生臭气部分进行无组织臭气提
升改造；增加青山湖污水处理厂污
泥泵送工程。

此外，该项目还将对臭气收集
系统、青山湖污水处理厂污泥泵送
管路和其他易产生臭气区域进行提
升改造。

南昌将提升污泥集中处理能力

相关新闻

南昌公积金月缴存上限
提高至4362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 11 日，南昌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 2018 年度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比例和月缴存额上、下限的通知》，2018
年度南昌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由 2017 年度的
3948 元调整为 4362 元，上调 414 元，而下限依旧为
260元。

根据要求，各缴存单位应以2017年（2017年1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2018年
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2018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最高12%，最低5%。月缴存额上限为4362元（含单
位、个人两部分），下限260元（含单位、个人部分）。

据悉，2018年 7月 1日起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和月缴存额调整手续，此次调整的执行期间为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开通网上业务系统
的单位，可通过网上业务系统申报。未开通网上业务
系统的单位，须至管理中心柜台申报。此外，南昌市
财政统发单位，可通过QQ上传扫描件申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每个单位每年度内只能调
整一次，调整后不再变更，同单位职工应在同一月度
办理。”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各缴
存单位应严格执行缴存基数上、下限规定，既不得高
于缴存基数上限，也不得低于下限。该管理中心于
2018年 6月 10日起对职工存在两个缴存账户的情况
进行清理整改，请各缴存单位积极督促并协助职工于
7月30日之前至管理中心办理个人账户合并手续，否
则管理中心将暂停该类职工的汇缴、提取、贷款等业
务的办理。

6月8日晚，在南昌市经开区一栋居民楼拍摄的南昌市夜景。万家灯火，
霓虹闪烁，双子塔、摩天轮等标志性建筑矗立在高楼之中，曼妙的线条变幻、
精彩的色彩更替，交织出一派繁华的都市夜景图。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都市夜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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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每到
冬天，阴冷潮湿的天气总是让身处
南方的居民无比羡慕北方的集中供
暖。如今，这个心愿有望率先在赣
江新区实现。6 月 11 日，记者了解
到，赣江新区智慧能源项目将于年
内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该区域
内的企业和居民将实现“冬季供暖、
夏季供冷”的集中供能条件。

近日，由赣江集团江西赣江公
用事业有限公司和国家电投集团江
西电力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两
家合资公司——江西赣江新区绿动
智慧能源运营有限公司、江西赣江
新区综合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注册成
功，正式取得营业执照。两家合资
公司将采取市场化运作，主要负责
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

“两家公司的成立，意味着赣江
新区智慧能源项目将于年内开工建
设。”赣江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智
慧能源项目，是按照国家赋予赣江
新区“两区两地”的战略定位进行编
制。规划目标是实现集中供暖供
冷，规划工程包括建设配套热力网。

根据规划，赣江新区智慧能源
项目建设分为两期，一期范围为集
中起步区儒乐湖新城城市生活片区
（约 10 平方公里）及临空组团直管
区（约 16.8 平方公里）；二期范围为
集中起步区儒乐湖新城工业片区、
临空组团拓展区（约 45 平方公里）
及桑海产业园。

其中，一期项目将从新昌发电
厂引出热力主管网，并在供能区域
内陆续建设 10个区域能源站，采用

“冬季利用电厂循环水作为热源供
热，夏季利用能源站冷却塔作为冷
源供冷”的技术方案，向赣江新区产
业基地和周边企业实现集中供能。
二期项目，也预计在供能区域内陆
续建设20个区域能源站。

赣江新区的集中供能项目建成
后，将以什么形式呈现？对此，赣江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大家在北
方地区看到的管道供热形式类似，
赣江新区也将通过管道入户进行供
能，范围既包括企业，也包括辖区居
民住宅。

对于供能费用，该负责人则表
示现在无法确定。“届时，我们还要
根据建设成本、用户规模、管道长
度，以及政府定价等多种因素来制
定价格。”

近日，在萍乡市萍安北大道，有
一家新开张的盲人按摩店。店堂面
积不大，上下三层不过 100 多平方
米，店门前的宣传画却格外醒目——
一个女孩站在残奥会的颁奖台上，手
举金牌，笑容灿烂。这个女孩就是残
奥会冠军贾君婷仙，而这家盲人按摩
店正是她创业梦开始的地方。

作为一名国家级残疾人运动
员，贾君婷仙曾获得 43枚国家级、世
界级体育奖牌，多次打破亚洲纪录、
世界纪录。2016年 9月，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举行的第 15 届残奥会上，贾
君 婷 仙 斩 获 女 子 4× 100 米 冠 军 。
2013 年 6 月，她与相识 15 年之久的
队友、世锦赛跳高冠军李小文喜结
连理。

在残奥会赛场上，贾君婷仙实现
了“金牌梦”，而她心里还一直有个

“创业梦”。那就是帮助更多的盲人
朋友实现就业。今年年初，她和丈夫
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决定开一家盲人
按摩店。“我在南昌大学就读时，学的
就是盲人中医推拿专业。在我的运

动员生涯中，这项技能发挥了不小的
作用。”贾君婷仙说。在国家队集训
时，队友之间经常互相帮忙按摩，有
时队友受伤了，她会利用休息时间帮
其推拿，帮助队友尽快康复。贾君婷
仙打算凭借这项技能，开始创业梦。

说干就干！从开始筹备到正式
营业，仅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贾君
婷仙在萍乡市特殊教育学校当教师，
每天工作之余她便来到店里忙活，从
设计、装修到管理，每一项工作她都
亲力亲为。店里员工除了前台工作
人员外，其余全是残疾人，所以在店
面装修和细节设计方面，贾君婷仙费
了不少心思。

“每个按摩室里都安装了电话，
盲人技师有什么事，或者顾客有什么
需求，就可以拿这个电话呼叫前台。
我们的理念就是‘扬长避短’，让盲人
少走路，前台多跑一跑。”贾君婷仙笑
着说。像这样关怀备至的设计，在她
店里还有不少，比如在楼梯的转角
处，扶梯上会有特殊的触摸标记，转
角柜架专门做了挡板设计，盲人取放
东西不易滑落，等等。

从创业之初，贾君婷仙的目标就
非常明确：要把店铺越做越大，帮助
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她平日里结
识了很多盲人朋友，他们大多在全国
各地奔波讨生活。由于眼睛不方便，
在异地的生活比较吃力。开了这家
盲人按摩店后，贾君婷仙当即聘用了
4 名熟识的盲友，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免去了四处奔波之苦。

贾君婷仙说：“创业和在运动场
上拼搏一样，都需要勇气和韧性。为
了开好这个店，我去过不少地方取
经，现在事业刚刚起步，但我相信以
后会越做越好，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
盲人就业。”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贾君
婷仙笑得很灿烂。

“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
是会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
贾君婷仙如是说。

“‘六一’儿童节店里衣服
卖完了，所以又进了一批，今天
刚好到货。”6 月 7 日，走进周婷
和俞金贵的童装店，顾客络绎不
绝，周婷正在整理衣物。今年 4
月，他们位于婺源县城的童装店
开业，经过一个多月的试营，小
两口的小店慢慢走上正轨。

周婷和俞金贵在大学时恋
爱，毕业后两人相约在南昌同一
家企业工作。爱人孩子热炕头，
朴素的爱情观让两个年轻人对
未来充满憧憬。

2014 年 5 月 2 日，已经和周
婷谈婚论嫁的俞金贵，到女友安
徽老家帮忙做家务，骑三轮车不
慎撞上路边大树，导致骨髓断
裂，胸部以下失去知觉，从此无
法站立。那一年，俞金贵 27岁，
周婷25岁。

在医院治疗半年，花光了两
人此前工作的积蓄，家中也是一
贫如洗，病情却不见好转。为了
不再增添负债，俞金贵决定放弃
治疗回家。跟随俞金贵回到婺
源家中的，还有未婚妻周婷。

“读书的时候看过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他在最狂妄的年纪
失去双腿。没想到这样的不幸
会降临到金贵身上。他除了身
体的痛，更有心灵的痛。”谈起 4
年前的那场意外，周婷犹在梦
中。

此后，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

两个人，因为一场变故到现在仍
未领证。

店里，周婷忙着招呼顾客，
俞金贵时不时用手抬起左右腿
搓揉按摩。他说，胸部以下失去
知觉，每天只能感受到麻木疼
痛。4 年，1400 多个日夜，俞金
贵每天都在默默忍受。始终相
伴的，还有周婷不离不弃、无微
不至的照料。

然而，回到婺源没多久，俞
金贵父亲又遭遇车祸导致头部
重伤，绝望笼罩着整个家庭。祸
不单行时，周婷扛起了男友家的
重担。她就近在步行街找了一
份卖鞋的工作，一干就是 4个年

头。为了维持生计，周婷甚至放
弃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赚提
成。

周婷老家在安徽宿州砀
山。俞金贵出事后，周婷不离不
弃，只身来到婺源，照顾男友起
居。日子长如水，父母不想女儿
误了终身，多次要求周婷回去。
周婷却不惜将父母电话拉黑，执
意“赖”在俞金贵身边。

2018年初，小两口合计开个
童装店，算是谋个轻松点的活
计。如今，周婷每天早上把俞金
贵推到店里，晚上再推回家，形
影不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
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智慧能源项目年内开建 管道入户涵盖企业和居民区

赣江新区尝鲜集中供暖供冷
一期工程涵盖儒乐湖新城城市生活片区及临空组团直管区

实现了“金牌梦”，她心里还有个“创业梦”

残奥会冠军开起盲人按摩店

男友遇车祸高位截瘫

她不离不弃扛起生活重担

李 珊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南昌中小学推广“文明餐桌”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月 11日，南

昌市教育局印发《南昌市中小学校“文明餐
桌”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据
悉，该市“文明餐桌”行动包括宣传教育、规范
用餐环境、温馨提示、监督引导等内容。

根据《方案》，南昌市拟通过培训、讲座、
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餐桌文明进学校
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餐桌文明知识、推广餐桌
文明礼仪、倡导节约用餐行为，教育引导师生
员工自觉维护用餐公共秩序，养成良好习惯。

在规范师生生活习惯和用餐行为方面，
南昌市倡导餐前排队、用餐中安静就座、餐后
不留饭菜，让师生员工做到厉行节约、就餐有
序、保持安静、讲究卫生，确保餐厅安全、文
明、整洁、卫生。

南昌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要制定具体
的实施方案，明确活动目标、计划、措施、要
求，推动活动有条不紊深入开展，确保活动取
得实效；要健全食堂日常用餐管理制度，及时
查找存在问题并认真整改；要建立“文明餐
桌”长效工作机制，切实推进文明节俭安全的
校园餐饮环境建设，保障学校食品安全。

环卫工捡到万元手镯归还原主
本报峡江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曾双

全）6 月 8 日，峡江县个体户谢女士与丈夫来
到峡江县环卫所，将一面锦旗送到环卫工人
郭进辉手中。

谢女士在峡江县水边镇经营一家烟花爆
竹店。5月 31日下午，因为急着回家，她不慎
将手上的金手镯遗失在店门口的地上。待晚
上洗澡时，谢女士才发现金镯子不见了，想着
店门口的路上人来人往，她估计金手镯肯定
找不回来了，心疼得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让
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她到店里开门
时，环卫工郭进辉已经守在店门口。

原来那天下午，郭进辉在扫地时发现了
地上的金手镯。他估计是这家店主遗失的，
当时店门已关，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在那里
等着。谢女士提出要给点钱感谢郭进辉，但
被婉言拒绝了。“别人的东西不能要，这是做
人的本分。”郭进辉笑着说，“捡到东西交还失
主，只是举手之劳，没什么好感谢的！”

据峡江县环卫所长周国玉介绍，郭进辉
今年 40岁，家庭收入并不高。工作上一直勤
勤恳恳，吃苦耐劳，年年都被评为所里先进。

贾君婷仙和丈夫在自己的按摩
店里。 通讯员 谭恒琦摄

宜黄抓好毁损林山场生态修复
本报宜黄讯（通讯员程孝平、邹文胜）宜

黄县法院在执行生态环境类案件过程中，将
毁损林山场的生态修复落到实处。

该院自去年 5 月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
来，共判决3起被告人对毁损林山场进行栽种
修复的刑事案件。今年一开春，该县法院就
抓住春季植树的黄金季节，聘请了林业部门
技术人员到毁损林山场进行现场勘查，对栽
种的树种和苗间距进行了设计，指导被告人
或被告人雇请的人员对毁损林山场进行苗木
栽种。经过几个月的抚育后，现涉案被毁山
场栽种的苗木长势良好，成活率较高，这也是
该院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案件执行的具体体
现。

法网红土俱乐部落户南昌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6月 11日，记

者从南昌经开区获悉，江西中昌文化体育有
限公司日前与法国网球协会在巴黎罗兰·加
洛斯球场签署了关于在南昌经开区成立“南
昌—罗兰·加洛斯俱乐部”的协议，这将是落
户我国的首家法网红土俱乐部。

罗兰·加洛斯球场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全
球四大网球公开赛中唯一采用红土场地的赛
事）的比赛场地，每年 5 月底至 6 月初都会在
这个球场举行全球最高水准的红土网球决
战。根据双方协议，法国网球协会将在网球
赛事落户、培训交流方面给予“南昌—罗兰·
加洛斯俱乐部”相关支持，譬如：派遣法网教
练来南昌执教，安排法网青少年赛事活动落
户南昌等。

据了解，目前网球红土球场和红土赛事
在我国比较稀缺，而法网又以红土著称，法国
网球协会希望未来在中国建立10家法网红土
俱乐部。多个城市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对接，
最终南昌拔得头筹。中昌公司已在南昌经开
区建成了 11片室内红土场地，总共预计将建
20片红土场地。“南昌—罗兰·加洛斯俱乐部”
的揭牌仪式预计将于10月举行。

本报新余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义
民）6 月 10 日，记者了解到，分宜至新余绕城
公路建设已经列入新余市“2018 年市交通公
路行业投资项目计划”，按二级公路标准建
设，路线总长约19公里，预计投资2亿元。

为拉近新余城区与分宜县的距离，新余
市公路局把在建的分宜绕城路和新余绕城路
有机结合起来，建成后分宜到新余高铁北站
车程不超过 30分钟，极大方便了分宜群众乘
车和出行，将带动分宜旅游发展。同时，极大
提高分宜两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山古
矿冶遗址”(唐代)和清代“邓家围屋”的知名
度，实现新余至分宜方向的货车彻底绕城，解
决货物运输车辆穿城带来的市区环境污染、
交通安全影响、道路破损等一系列问题，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

分宜至新余绕城公路将开建江淦泉 本报记者徐黎明

周婷无微不至照顾男友。记者徐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