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今年
端午节假期为6月16日至6月18日
（本周六至下周一）。根据近三年端午
小长假期间交通运行特点，南昌交警
提示，省城周边出行高峰预计为6月
16日9时至11时，返程高峰预计为6
月18日15时至19时。6月16日至6
月18日3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端午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
15日），由于南昌市区出行流量叠加
自驾车进出城流量，预计 16 时市区
内就将提前进入车流量高峰期，届
时由中心城区通往高速公路、国省
道的流量将大幅增加。城区主干道
如八一大道、坛子口、井冈山大道、
南莲路沿线，洪都北大道、洪都中大
道、洪都南大道沿线以及抚河中路、
抚河北路、迎宾大道沿线，解放路、
洪城路、南昌大桥、南斯友好路沿
线，北京东路、紫阳大道、瑶湖大桥
沿线，阳明路、八一大桥、庐山南大
道沿线交通压力将明显加大，特别
是洪都大道沿线受多处路段围挡施
工影响，晚高峰预计将持续至 20 时
左右结束。

从往年情况来看，此时段车流
量和事故数均将明显增加，特别是
沿江北大道的英雄大桥交汇处、枫
生快速路围挡施工路段、洪都中大
道的围挡施工路段、庐山南大道的
围挡施工路段，车流量大时车辆变
道、抢道易引发交通事故并造成拥
堵。交警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文
明行车，开车上路要与前车保持安
全车距，按道行驶，严禁超速行驶、
随意变更车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要及时报警。

端午节期间，商家促销活动较
多，预计10时至16时大型商圈周边
会出现车流集中情况，特别是八一
广场周边、红谷滩万达等区域交通
压力大，希望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
共交通工具前往。端午节小长假人
们在朋友相聚，走亲访友时，难免会
喝酒助兴。交警部门将开展酒驾专
项整治，在此告诫广大司机朋友，切
不可因为一时痛快而酒后驾车，触
犯法律。

预计南昌周边高速公路将在 6
月 16 日上午和 6 月 18 日下午，分别

迎来出行和返程高峰。广大车主要
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如在南昌周边
或景区遇到出行高峰，可参照下面
的绕行方案选择其他收费站绕行。

南昌往北方向：除南昌北
收费站外，还可选择杨家湖收费
站通行。市民可以从英雄大桥、
丰和北大道进入港口大道，快速
抵达杨家湖互通。

南昌往东方向：除南昌东
收费站外，还可选择瑶北、塔城、
幽兰等收费站通行。其中瑶北
互通位于高新区昌东镇，连接天
祥大道，通行非常便利。

南昌往南方向：除昌西南
收费站外，还可选择沪昆高速南
昌县、南昌绕城高速望城、湾里
收费站通行，其中往昌西南方向
收费站通行，要提前避开枫生快
速路前湖路段，可选择从沿江南
大道快速路经富山大桥通行。

南昌周边绕行方案

南昌交警发布小假期出行提示

端午期间省城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为提升城市交通管理工
作水平，调动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交通秩序管理工作，南
昌交警于2017年1月20日正
式启动了交通违法“随手拍”
活动，通过群众的“第三只
眼”监督交通违法行为，使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获得查
处交通违法的重要线索，弥
补警力不足的短板。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南昌交警
共接受市民举报共9万余条，
经审核采纳的有效举报 1.5
万余条，发放奖励款 50 余
万元。

记者从南昌交管局指挥
中心了解到，群众举报最多的
交通违法行为是举报机动车
跨越道路中心黄实线逆向行
驶的，共计 3.5 万余条，占举
报总数 38.3%。其次为路口
加塞变道 2.5万余条，占举报
总数 26.9%；举报最多的违
法路段主要为一些电子监控

未完全覆盖的道路，如京东
大道、高新南大道、城南大
道等。

为加大对客运车辆的监
管力度，进一步预防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南昌交警
于 2018 年 6 月 1 日新增 8 大
类针对客运车辆的违法行为
纳入“随手拍”举报，并在各
大客运场站、客运车辆外部
及车内张贴违法举报贴士及
举报平台二维码，提示过往
群众及乘客监督客运车辆驾
驶人是否安全驾驶、客运车
辆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市民
在日常生活中拍摄下了符合
举报标准的违法行为，可通
过“南昌交警”微信公众号

“随手拍”、南昌交警便民网，
或者具备接入功能的行车记
录仪上传的交通违法信息和
图片，交警在后台会进行一
一审核，对于落实处罚的，交
警会向提供举报线索的市民
发放奖励。

交通违法随手拍
已发奖金50余万元

6月12日，市民正在九龙湖南昌VR产业基地
学习体验。

近年来，红谷滩新区积极壮大VR产业，目前已
落户VR企业40余家（含孵化中心企业），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项目1个（ 联想）、国内500强企业项目
2个（欧菲光、紫光）、行业龙头企业项目1个（中国网
库）、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项目1个（北京理工大学），
着力将南昌VR产业基地打造为世界级虚拟现实VR
产业中心。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走进VR世界

多人交互虚拟课堂多人交互虚拟课堂。。

市民体验VR魅力。

非遗传承焕发新活力 古建企业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

万名乐平能工巧匠活跃全国各地

农民洗脚上岸传承古
建技艺

6 月 6 日上午，在位于乐平市塔

前镇的中乐古建集团有限公司的木
雕车间内，随着刻刀的不断转动，一
幅栩栩如生的木雕图案，很快就从
木雕工徐光林的手中产生。

今年 32 岁的徐光林，是乐平市
双田镇桥头村人。五六年前，因为
家庭人口较多，又缺少致富途径，徐
光林一家的生活拮据。一次偶然的
机会，徐光林与妻子进入从事古建筑
修复与仿古建筑生产的中乐古建集
团有限公司学习木雕技艺。随着乐
平古建产业的发展，早已学有所成的
徐光林夫妇，如今一年就能从公司拿
到总计16万元的工资。去年已经在
村里建好了一栋新楼房的徐光林，今
年又计划购买一辆小轿车。

“年轻人想找收入高的职业，那
就到古建公司来。”一说起乐平的古
建产业，乐平古建商会会长、中乐古建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发忠就满是自
豪。2017年，该公司创造了3亿元的

产值，吸纳了近500名中青年农民就
业。通过古建技艺的传承，这些“洗脚
上岸”的农业工人，年收入最高的达到
40万元，最低的也有近5万元。

万名能工巧匠活跃全
国各地

被誉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
乐平，目前仍有458座风格各异保存
完好的古戏台。2014 年，乐平古戏
台营造技艺成功列入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为了让非遗技艺重新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乐平市顺应
市场需求，将扶持发展古建产业作
为乡村振兴的一大重要抓手，积极
营造非遗技艺传承的浓厚氛围，着
力发掘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非遗技
艺传承人，不断激发能工巧匠的创
业激情，催生了近百家不同规模的

古建企业，让非遗技艺传承在当地
蔚然成风。

“位于贵州省瓮安县的草堂大
戏楼（砖木结构）获得了‘大世界基
尼斯之最’的称号，但鲜为人知的
是，这座建筑面积为 3773.6 平方米
的大戏楼，全部由乐平的能工巧匠
建造。”胡发忠告诉记者，目前，乐平
市的古建企业总计吸纳了近 2 万人
就业，其中有上万名能工巧匠长期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古建项目现场。

打造文化产业园助推
产业大发展

“北京、上海、南京、浙江横店影
视城等许多大中城市和知名旅游景
区，都有乐平古建企业建造的仿古
建筑。”乐平市饶徽古建筑有限公司
总经理、古建商会副会长叶为才告
诉记者，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在古

城古镇古街改造、旅游景区与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对文化底蕴厚重的
仿古建筑有着巨大的需求。目前，
乐平市的古建企业已经占据了国内
古建市场的半壁江山，年产值近 30
亿元。叶为才表示，如果古建企业
资金不足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再
借助古戏台营造技艺和人才优势，
相信乐平古建这个“朝阳产业”一定
会发展得更好。

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在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
主办的“文化产业专项债券及产业
基金对接交流活动”中，乐平古建企
业的融资问题，已引起了深圳文化
产权交易所的重点关注，产业与资
本对接的大幕正在徐徐展开。此
外，为助推古建产业大发展，乐平市
正在规划建设以古戏台为主题，集
生态旅游与古建产品加工、展示、销
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

本报记者 邱西颖 王景萍

新时代非遗传承焕发新
活力。千百年来，勤劳智慧
的江西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赣鄱文化，古戏台营造技
艺就是其中的璀璨明珠。近
年来，古戏台之乡——乐平
市，借助新时代经济、社会、
文化大发展的东风，通过古
戏台文化与营造技艺的创新
传承，拉动古建产业的蓬勃
发展，让上万名能工巧匠成
了赣鄱文化走向全国的文化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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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日前，
为进一步提升南昌高新区综合竞争
力，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市场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支
持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南昌高
新区管委会出台文件，将对区内企
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实现挂牌、上
市予以鼓励。

在启动培育和改制阶段，高新
区内拟上市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和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原则上在
注册成立后60个工作日内将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文件报送管委会的，给
予该企业50万元的奖励。

拟新三板挂牌企业，在聘请中
介机构启动股改后，凭与中介机构
签订的股改协议先期给予10万元的
奖励。完成股份制改造和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登记，原则上在注册成立
后60个工作日内将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文件报送管委会的，给予该企业
20万元的奖励。

此外，对获得江西省证监局辅
导备案验收报告的拟上市企业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拟上市企业首发申
请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后，
凭受理文件，给予该企业100万元的
奖励。

在实现挂牌上市阶段，对境内
首次上市的区内企业，高新区管委

会将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对
在境内外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公司，一次性按募集资金总额
的2‰奖励其高管人员，奖励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境外上市企业凭境
外相关证券交易所批复文件，给予
该企业100万元的奖励。

新三板挂牌企业给予一次性奖
励 50 万元。同时，对在区域性股权
交易市场挂牌的企业，其挂牌费用

补助额度凭发票进行全额补助，补
助额最低不低于2万元，最高不超过
8万元。

最后，对于新三板挂牌及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实现融资的，
或者上市公司再融资（包括配股、增
发和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债券）申
请材料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并获
得批复、待募集资金到位的，给予企
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南昌市高新区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抢滩资本市场

企业在境内首次上市 奖1000万元

丰城法院为“老赖”定制失信彩铃
本报丰城讯 （通讯员袁方坤、涂羚）“您

所拨打的手机实名登记机主已被法院发布
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端午节即将来临，为有
效遏制失信行为，丰城市人民法院与市移
动、联通、电信三家通信运营商进行座谈，协
商如何为失信被执行人设置失信彩铃。

据悉，丰城市法院与运营商联合惩戒“老
赖”的具体方案是，由丰城法院提供失信被执
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出具《协
助执行通知书》，三家运营商在规定时间内设
置失信电子彩信、铃声，做好执行悬赏公告群
发短信工作。法院与通信运营商合作，为失
信被执行设置失信彩铃，让失信被执行人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有利于加强对失信被执行
人的惩戒力度，加快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通过舆论力量倒逼失信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
务，营造诚信、向善、和谐的社会新风貌。三
家运营商将指派专人对接，通过失信彩铃使

“老赖”无处遁形。

南昌中小学将开展公益巡讲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月 12日，记

者从南昌市教育局获悉，南昌市将在中小学
校开展“关爱女童·呵护成长”公益巡讲活
动。巡讲覆盖南昌所有县区（新区、开发区），
6 月 14 日开始，9 月 25 日结束，共计安排
182场。

南昌市此次“关爱女童·呵护成长”公益
巡讲活动由南昌市妇女联合会、南昌市教育
局联合江西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举办，旨在
保护女童的合法权利、促进女童健康快乐
成长。

据介绍，公益巡讲面向五年级、六年级和
初一、初二女生。巡讲内容涉及青春期的生
理特征、人际交往、自我保护等方面，主要帮
助 10 至 14 岁的女生解决青春期产生的各种
问题。

爱心助学温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 （记者刘斐）6月 12日，南昌市工

商联创业商会义工站联合南昌慈善义工协会
在安义县新民乡乌溪小学举行“爱心助学”捐
赠活动。此次爱心捐赠活动，由南昌市工商
联创业商会义工站的义工们自发捐赠，共募
集2万元，定向用于支持南昌慈善义工协会大
学生下乡支教点乌溪小学的操场建设。

据悉，“老师·您留下吧”关爱乡村留守儿
童支教项目自 2012 年 9 月开始组织实施，至
今已实施12期（6年），共有120余名支教老师
参与，先后荣获江西省省第二届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南昌市十佳志愿服务项目等荣誉。

网格志愿者提升城乡环境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近日，南昌县

蒋巷镇依托“民情连心桥”服务平台，积极组
织动员网格志愿者服务团队，全力助推美丽
乡村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随着5月赣江进入汛期，为确保汛期抗洪
安全，蒋巷镇各网格服务点的镇、村指导员第
一时间下沉到网格，对各自网格内的道路、村
庄、河道、水塘、在建工地、货运砂石企业等开
展全面巡查摸排。截至5月底，蒋巷镇开展各
类集中整治活动 30 多次，清运各种垃圾 350
多吨，拆除圩堤违章建筑72处，提高了全镇河
道的整体防洪能力。

天气转好 气温平稳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未来3

天，洪城天气以阴到晴天为主，最高气
温升至 32℃。天气总体较好，早晚体
感较舒适，午间气温相对较高，体感
稍热。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之前，
南昌气温将呈现先缓升、再缓降的趋
势。这周的最低气温在 21℃到 23℃，
最高气温在29℃到32℃。

13 日，南昌阴，23℃～29℃；14 日
多 云 转 晴 ，21℃ ～31℃ ；15 日 晴 ，
23℃～32℃。

6月8日，宜丰居民在学习智能垃圾分类
设施的使用方法。日前，宜丰县正式推广使
用智能垃圾分类设施，居民用领到的智能卡
扫描后分类投入垃圾，就能实现自动称重、自
动积分，并可用积分兑换生活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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