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何建江、
罗佳）农历五月初八，赛龙舟、
逛庙会是抚州人每年约定俗
成的节目。而今年的庙会跟
往年有点不一样，逛一逛改造
后的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也
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节目了。

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曾
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
区，也是抚州的“历史档案馆”
和“老城博物馆”，是戏曲文
化、宗教文化、商帮文化、码头
文化、临川才子文化、忠孝文
化、民俗文化的聚集地。古街

两边，传统特色美食、传统手
工艺品、旅游纪念品、非遗文
化、创意工坊等业态令人目不
暇接。

“背篓、筛子等竹篾制品
要选青色的更经用，这种传统
的工艺已经不常见了。”市民
吴女士带着刚高考完的女儿
到文昌里游玩，她感慨道：“文
昌里改造后我来了四五次
了。以前我家住这里，后来因
为旧城改造搬迁了。文昌里
的每条老街小巷，甚至每幢屋
宅庭院，都承载着我的回忆。”

文昌里游客如云文昌里游客如云

鉴于我局工勤人员陈震宇同志
（身份证号码：360103198907074415）
于 2016年 11月起未履行准假手续擅
离工作岗位至今未归，且连续两年
（2016年度、2017年度）年度考核评定
为不合格，根据国务院《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
规定，我局决定解除与陈震宇同志的
聘用合同关系，现通知陈震宇同志于
本告示刊登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办
理解除人事关系的手续。

2018年6月22日

南昌市防震减灾局告示

广昌县按照“治贫先治愚，扶贫
先扶智”的总体思路，大力推进教育
精准扶贫工作，精准编织教育扶贫
保障网，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贫困生帮扶计划
全面落实。

“十二五”以来，该县紧抓教育
项目建设机遇，聚焦农村办学质量
提升，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全面改善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确保每个孩子
上好学。据悉，截至目前，全县共投
入 6.6 亿元改善城乡中小学校办学
条件，其中安排资金 1696万元对全
县 20 所贫困村学校进行了新建或
改建，并加快了教育装备建设步伐,
重点向贫困村学校倾斜。

同时，该县还出台了《关于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的实施意见》，由县财政每年安
排 300 万元专项资金予以支持，通
过名师选拔、高端培训、名师工作
室建设等措施，狠抓教师队伍能力
素质提升，缩小城乡教师队伍差
距。积极拓展中小学教师培训渠
道，启动了北师大“精准扶贫——
基础教育整体提质项目”，推进教
师培训向高端培训升级，促进乡村
教师技能提升和乡村名师快速成
长，让乡村学校也有教育高端人
才，教育教学质量屡攀新高，最大
程度地满足城乡学生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需求。2017 年 12 月，该县

以全省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顺利通
过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县的省级评估和国家认定。

温情关怀暖人心，该县组织教
师逐户上门调查并进行教育扶贫
政策宣传，聚焦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给每一
位贫困学生，按照“应助尽助，不漏
一人”的要求，结合精准扶贫大数
据平台，建立动态资料数据库，确
保每个孩子有学上。据了解，截至
目前，该县共建立了 4250名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电子信息档案，发放各
类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金 1192
万元。

（罗玉婷 吴鸿滨）

广昌精准编织教育扶贫保障网

广昌县塘坊镇塘坊中心小学学生正在参加
美术课外兴趣小组活动。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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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
实习生史桉凡）6 月 21 日，记者从
南昌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了
解到，该局日前印发《关于市区

“三限房”优先满足本市户籍无自
有住房的成年居民销售的操作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南昌市
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时，要将“三限房”
应优先满足该市户籍无自有住房
的成年居民销售的相关操作流程
写入商品房预售方案，并在征询
政府指导价格时，附《商品房预售
方案》。

为规范房地产企业行为，维护
市场秩序，去年 10月 1日开始，南
昌实施“三限房”政策，即对“限房
价、竞地价”方式出让用地开发建
设的商品住宅（含商住）项目，在商
品住宅销售及转让过程中，采取限
房价、限对象、限转让等措施。

据悉，南昌市房地产开发企

业对外销售“三限房”时，其销售
价格整体均价不得高于土地出让
时约定的限制房价，单套住宅销
售价格实行明码标价、一套一标
制度。同时，不得有在标价之外
加价销售、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
费用、捆绑销售等违规行为。

根据最新发布的《办法》，南昌
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的第二天，须将可销售

“三限房”房源的预售方案、《关于
市区“限房价、竞地价”商品住宅项
目销售管理（试行）的通知》以及

“三限房”销售操作办法等相关规
定，在南昌房地产信息网和项目售
楼部显著位置予以公告公示。

南昌市提出，开盘后前10天，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代理销售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要集中登记优先
购房对象。登记结束后，开发企
业须将10天内集中登记的优先购
房对象名单报南昌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备案。
需要注意的是，优先购房对

象名单人数少于或等于预售方案
中房源数的，按登记时间先后顺
序选房。人数多于预售方案中房
源数的，须采用由公证机构主持
的公开摇号方式摇号排序，按序
选房，摇号结果现场公示，选房名
单在 2 天内报南昌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备案。开发企业应按
照确定的选房名单进行网签。以
上方式销售后的所剩房源，正常
对外销售。

南昌市规定，房地产开发企
业或代理销售的房地产经纪机构
应严格审核相关材料，并在收取
的复印件上加盖公司印章；不得
对该市户籍无自有住房的成年居
民购房设置不合理要求与条件；
南昌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将
联动相关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联
合执法查处。

本报讯 （记者刘斐）6月 21日，从
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传来消
息，日前，南昌市成为全国第一批参与

“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
动”（以下简称“百千万专项行动”）的
32 个城市之一，也是我省首批列入的
唯一城市。 据悉，目前南昌市已有参
与对标 74家企业完成了“百城千业万
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系统平台
的在线信息填报工作。

截止到 6 月中旬，南昌市市场和
质量监管部门动员 158 家企业参与对
标达标行动，行业涉及制造业、服务业
等 2 个大类中的汽车及零部件、LED、
铝合金型材、生物医药等行业。

据了解，“百千万专项行动”是国
家标准委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
十部委联合启动的一项专项行动，行
动将持续到2020年12月。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
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南昌市市场和
质量监管局标准化处处长张伟华介
绍，如今，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

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竞争的主动
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南昌企业认
识到掌握行业话语权的重要性。

据介绍，自 2015 年以来，南昌市
市场和质量监管局鼓励企业进行产品
标准自我公开声明，可公开企业引用
或制定的产品标准全文，也可公开企
业产品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企业产
品标准自我公开声明后即完成备案。
截至今年5月底，共有297家企业上报
1686 项标准，涵盖 2284 种产品，其中
公开的国家标准 88 项，占比 5.2%；行
业标准 25 项，占比 1.5%；地方标准 1
项，占比 0.1%；企业标准上报 1572项，
占比93.2%。

张伟华表示，下一步市场和质量
监管部门将借助“百千万专项行动”，
引导全市有关业态、企业主动对标国
际国内，开展对比分析、技术验证等工
作。推进重点产品和服务标准提档升
级，在 LED、汽车及零部件等领域，形
成一批企业标准领跑者，增强南昌制
造和服务国际、国内竞争力。

南昌推进重点产品和服务标准提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邹晓华）6月20日7
时许，因遭受暴雨突然袭击，进贤县民
和镇金域蓝湾小区发生内涝，上百名
群众被困。

进贤县消防大队迅速启动抗洪抢
险预案，消防官兵、政府专职队员立即
携带抗洪抢险装备赶往现场。到达现
场后，发现30多间民房被水淹没，部分
水深超过 1.8 米。随后，3 个搜救组利
用橡皮艇携带装备进入被淹区域逐家
挨户搜救被困人员。截至当天10时56
分，共救出被困人员 125人次，疏散被
困人员200人次，抢救财产约120万元，
保护财产约450万元。

南昌市消防支队官方微博发表了
一篇名为《总有一幕让你感动！进贤
县遭受暴雨袭击，消防官兵冒雨转移
营救群众 125 人疏散 200 人》的文章，
讲述了发生在进贤县洪水中令人感动

的一幕幕，引起网友热议。一名叫“与
咩咩一起等下一个天亮”的网友的评
论，最为引人注目。评论说：“我爸爸
也是消防人员，今天一天都在救援。
看到爸爸在抢险，突然想抱抱他。我
为爸爸骄傲，向所有消防官兵们敬
礼。”

记者联系上这位网友。原来，她
叫万凌文，刚刚参加完高考，父亲是进
贤县政府专职消防队班长万春。“爸爸
是老兵，超喜欢这份工作，我也觉得军
人巨帅！”她说：“爸爸一个星期回来
一次，他回来了我又在上课，所以很难
见面。”而万春并不知道女儿的留言，
当他听说这一切，感到很欣慰。

进贤县消防大队大队长李琦告诉
记者，万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专职队
员。“他女儿过生日也没能回家，直到端
午节才请假回去，给女儿补过生日。”

暴雨袭进贤 上百名被困群众获救
女儿难见消防员父亲 微博中留言鼓劲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6 月 21
日，南昌市城管委发布通知称，坛子
口立交排险维修加固工程将进入第
三阶段施工，即对第三层桥面的伸缩
缝进行改造施工。今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25 日，每日 22:00 至次日 6:00，将对
坛子口立交第三层、老福山立交第三
层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上桥通
行。

据悉，坛子口立交桥于 20世纪 90
年代初设计建造。2016 年 7 月 29、31
日，两次出现支座大距离位移和墩柱
贯穿性裂缝险情。重大安全隐患出现
后，南昌市城管委立即着手加固处

理。本次坛子口立交桥维修加固工
程，于2017年11月6日开始实施，分三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支座改造及
桥墩加固；第二阶段是桥梁整体顶升、
TD匝道复位；第三阶段是桥面伸缩缝
改造施工。

第三阶段施工期间，相关部门将在
上坛子口立交环岛的各入口匝道处实
施封闭，设置由地面通行的交通引导
牌；在八一大道上设置围栏和指示信息
牌；在老福山立交第二层环岛上三层高
架处设置施工围栏，封闭路口前设置绕
行引导标志，引导车辆沿老福山环岛行
驶。

25日起省城坛子口立交交通管制“尿液 11500 毫升，血压 70－
130，体温 37.1 度……”6 月 21 日一
大早，陈新兰早早来到女儿床前，
扶女儿起身，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检
查，并将数据一一记录下来。看着
被病魔折磨了 8 年的女儿，陈新兰
忍不住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今年 48 岁的陈新兰是德兴市
龙头山乡人，2010 年，陈新兰的女
儿王炼英被确诊为尿毒症。得知
换肾是救女儿唯一的办法后，陈新
兰夫妇立即找到主治医生，表示愿
意捐出自己的肾给女儿。但是，老
天似乎有意捉弄人：经比对，陈新
兰夫妻二人与女儿肾型均不匹配，
只能等待新的肾源出现。这一等
就是8年。

考虑到女儿病情反反复复，陈
新兰在德兴市银城街道幸福家园
小区租了一套廉租房，如今又“搬”
到了南昌。为了多挣钱，丈夫做起
了小工，常常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干
活。陈新兰则在照顾女儿的间隙，
在德兴市人民医院谋到了一份做
保洁的工作。挣来的钱都花在女

儿看病上，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异常
艰苦。时间在煎熬中一天一天过
去，王炼英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
边做血液透析，一边等待医院的肾
源做换肾手术。

陈新兰一家的不幸得到了社会
的关注。政府部门、爱心协会、义工
等纷纷参与募捐，伸出援助之手。
据初步累计，8年来，社会各界累计
为王炼英筹集善款超过10万元。

今年5月3日，在经过一系列的
比对之后，王炼英终于在南昌大学
一附院找到了合适的肾源。陈新兰
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泪如雨下。

5 月 4 日，换肾手术顺利完
成。医生说，换肾手术比较成功，
目前来看，王炼英的肾功能正处于
逐渐恢复阶段。

“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或许
我根本撑不到今天。”陈新兰说，她
感谢社会的爱心，相信有爱就有希
望。等女儿身体康复以后，她将带
领女儿积极投身到爱心公益事业
当中，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各界多
年的帮助，把爱传递下去。

他年纪虽小，却坚持卖画筹
钱、捐献骨髓救父，成为吉安大街
小巷传颂的“美德少年”，被许多
父母当作教育孩子的样板。

他叫郭云柯，今年 14 岁，吉
安市第二中学学生，也是 2018 年
吉州区首届“文明城市·模范市
民”荣誉称号获得者。

早在 2014 年 10 月，一场厄
运不幸降临，郭云柯的父亲突然
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需要近百
万元的治疗费用。听到这一消
息，郭云柯的妈妈到处去借钱，
年迈的奶奶和中风偏瘫的爷爷
不停地流着泪。

看到家人焦急、伤心的样子，
从小就喜欢画画的郭云柯挺身而
出，想通过办画展卖画的方式，为
父亲筹款治病。于是，他寻求并
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在当地成
功举办“用爱心为生命加油、办画
展筹款救治父亲”的活动，活动当
天筹集善款 5 万元，事后还有许
多爱心人士捐了款。看到这么多
人前来献爱心，郭云柯非常感动，
在日记里写道：“我会更加努力，

好好报答这些帮助过我家的人。”
当帮助父亲筹集了一小部分

治疗费用后，郭云柯又从医生口
中得知，匹配的骨髓非常难找，如
果父亲不立即接受骨髓移植手
术，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于是，郭
云柯又请求医生，让自己与父亲
进行骨髓配对。当获悉自己与父
亲的骨髓配对成功概率高时，郭
云柯说：“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救治
爸爸。”

郭云柯义无反顾地说服医
生和家人接受自己捐献骨髓救
父，并努力将体重和各项身体指
标调理到达标程度。最后，医生
虽然不主张年纪较小的郭云柯
捐献骨髓，但被他的执著、他的
孝心所感动，及时实施了骨髓移
植手术。

郭云柯的大孝至爱之心，感
动了大家。他在父母外出务工
后，跟着奶奶生活，学习之余帮着
照顾中风偏瘫的爷爷以及年幼的
妹妹，坚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
动，用无言的行动践行着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近日，国家统计
局公布今年 5 月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5月南昌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均上涨，涨幅较 4 月扩
大，分别为0.7%和1%。

据统计，5 月，在 70 个大中城市中，从环比
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分别上涨 0.3%和 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0.9%和 0.8%。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0.7%和0.6%。

从南昌情况来看，5月，该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3.9%，二手住宅价格
分别上涨1%和3%。而在4月，南昌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房住宅价格环比涨幅分别为0.3%和0.9%。

另悉，5月九江、赣州房价延续上涨趋势，九
江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8%、0.4%，赣州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分别上涨0.4%/、0.6%。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
中考刚结束，南昌就进入了降水
集中期。未来 3 天，洪城以中雨
天气为主，相对凉爽。

21 日是夏至节气，但天气
并不应景，当天人体舒适度指
数相对舒适。专家提醒，夏至
节气中，养生要顺着自然规律，

一方面要保护阳气，不要太多
损耗；一方面要滋阴调息，养护
心脏。根据中医五行理论，夏
季是养心的季节，宜调息静心。

22 日，南昌小到中雨转中
雨，25℃ ～29℃ ；23 日中到大雨
转小到中雨，25℃ ～31℃ ；24 日
阴转阵雨，26℃～32℃。

雨水连连 天气凉爽

南昌“三限房”销售操作细则出炉

“三限房”应优先满足本市无房户

坚持8年 让尿毒症女儿获新生
程志强 刘水金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卖画捐骨髓“美德少年”感人救父
邹清华 左 明

上月南昌新房价格环比涨0.7%

游客在挑选竹篾制品。罗 佳摄

游客如云。胡新平摄

近日，航拍下的芦溪县银河镇紫溪村的产业基地绿意盎然。近
年来，该镇大力扶持脐橙、猕猴桃、羊肚菌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以“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成集观光、采摘、销售暨农旅一体化的经
营方式，为农民开辟出一条脱贫创收新路径。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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