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
26日是第 31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
传主题为“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当
日，南昌市禁毒委员会举行大型宣传
活动，并现场集中销毁500公斤毒品。

6 月 26 日，南昌市禁毒宣传活动
分两个会场进行，主会场设在红谷滩
新区崛起广场，分会场设在南昌市医
疗废物处置中心。当日 5 时，南昌市
公安局缉毒支队将近年来该市缴获的
各类毒品 500公斤进行出库、封装，并
由特警武装押运至南昌市医疗废物处
置中心。

在当日活动主会场，在禁毒志愿
者进行禁毒倡议宣誓的同时，南昌市
禁毒办、南昌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红谷滩新区禁毒办等单位在现场联合
举办了禁毒咨询活动并向群众分发禁
毒宣传手册。

分会场现场销毁了分装在六口铁
锅之中的 500 公斤毒品。据介绍，此
次毒品销毁采用绿色环保焚烧处置工

艺。经专业设备处理后，毒品被焚毁、
气化分解，消除有毒有害成分，再经环
保设施处置后达到绿色销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南昌市禁毒
部门不断加大禁毒工作力度，相继开
展了“风雷”集中统一行动、联合打击
制毒犯罪专项行动、毒品查缉专项行
动、铲毒行动和缉毒会战等系列涉毒
整治行动。根据南昌市禁毒委员会公
布的数据，去年，南昌市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 592 起、起诉 893 人、缴获毒品
折合海洛因共计 169.14 公斤、查获吸
毒人员 6642 人，其中强戒 1243 人、社
区戒毒1516人。

今年，南昌市公安机关又开展了
“2018缉毒两打两控”“双百”缉毒会战
等禁毒专项行动。据统计，今年 1 月
至5月，南昌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323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435
名、缴获毒品63公斤、查处吸毒人
员 2157 人，强制戒毒 645 人、社区
戒毒526人。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6月
25 日下午，南昌市重点工程管理办
公室党员干部走进隆鑫社区，与社
区志愿者 100 余人一起开展《珍爱
生命、拒绝毒品》为主题的国际禁毒
日宣传教育专场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民警为群众讲
解毒品的危害以及禁毒工作方面的
政策法规以及防毒拒毒的基本知
识；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入户宣传，派发宣传资料 100份，增
强群众的禁毒意识。

本报余干讯 （记者徐黎明 通
讯员张德昌）6月26日是国际禁毒宣
传日。当天上午，余干县公安局出
品的首部禁毒主题微电影《我爸不
是吸毒鬼》在该县电影院首映，吸
引了来自各单位职工、各学校学
生及部分群众600余人观看。

据了解，这部微电影定位为

禁毒宣传教育片，以该县公安局侦
破上饶市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跨国
贩卖毒品案为主题，以吸贩毒人员
的沉沦过程为故事主线，结合爱国
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全面揭示
毒品的危害，展示缉毒民警不怕牺
牲、勇斗毒贩的精神，警示公众要主
动抵制毒品、远离毒品。

南昌集中销毁500公斤毒品
禁毒宣传进社区

微电影宣传禁毒

6月24日，一群游客在
庐山市三叠泉景区百余亩
荷花园走秀。九江市濂溪
区和庐山市积极打造环庐
山旅游观光带，将生态农业
和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形成
特色旅游。

本报记者 燕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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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恒大健康宣布正式入主美国
新能源汽车公司 Faraday Future（下称 FF），
引发广泛关注。6 月 26 日，港股恒大健康涨
幅 继 续 扩 大 。 当 天 ，恒 大 健 康 股 价 大 涨
66.2%至 7.66 港元，盘中最高报 8.28 港元，涨
幅达 79.6%。

抢占风口，恒大涉足新能
源汽车产业

不得不说，26日的股价表现反映了资本市
场对恒大布局新能源车的关注和看好。一方
面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当下全世界范围内的一
大热点。另一方面恒大所收购的FF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有着明显的技术优势。

公告显示，恒大健康（HK.0708）以 67.467
亿港元收购香港时颖公司 100%股份，从而获
得 45%的 Smart King公司股份。此前，时颖投
资 20 亿美元（已投入 8 亿美元）占 Smart King
公司 45%股份，原 FF 股东以 FF 公司作价入股
占 Smart King33%股份，公司管理层占 22%股
份。这意味着，恒大已成为Smart King第一大
股东，正式入主FF。

据了解，2017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
超过 142万辆，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产销接近
80 万辆，且市场还在不断扩大。我国已将汽
车产业定义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
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领域，
支持电动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

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推动新能源汽车同国际
先进水平接轨。

目前，国内北汽、比亚迪、广汽等传统车
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有所建树；跨国巨
头诸如宝马、大众、丰田等也都加快布局新
能源和互联网汽车；马化腾、刘强东、雷军、
李彦宏等投资了蔚来，马云、IDG 青睐小鹏
汽车；董明珠、杨国强等也对汽车产业多有
关注。

恒大则在2014年中会议上，许家印已第一
次提出多元化发展战略，积极进行多元布局。
今年初，恒大再次提出要积极拓展高科技产
业，重点布局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
域。在各路资本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的背景
下，恒大不当看客，而是牢牢抓住风口。正如
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所说，恒大布局新业
务，亦是出于产业转型的考量。

FF 多项技术指标领先
行业标准

恒大选择FF，不仅价格实惠而且性价比高。
FF 在多项技术指标上已全面领先行业标

准，实现了动力系统、车辆平台、自动驾驶、人
工智能、计算平台、互联网系统等六大领域的
技术变革。同时，FF 在中美两地提交申请专
利接近 1500 件，获得专利超过 380 件，如大负
载电力输出技术及 T 型逆变器率先获得美国
专利，自主研发的充电设备效率达 200 千瓦/

小时。
FF首款产品FF91历经4年研发，拥有众多

开创性以及颠覆传统的运动性能、人工智能、
极致互联性能和超感用户体验，百公里加速时
间为 2.39 秒，最高续航里程 700 公里，搭载 30
多个智慧感测器和智能升降 3D 镭射雷达，拥
有无人自动泊车、面部识别技术、无缝进入系
统等先进技术。

FF91 的多项性能和技术指标已达到世界
水平，在 2017 年全美顶级赛事派克峰拉力赛
中，FF91以超越特斯拉Model S逾20秒的成绩
打破全球纯电动汽车纪录。

今年初，FF 对媒体开放了旗下 FF91 车型

的试驾，获得了媒体的一致好评。今年3月份，
FF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汉福德市的工厂正
式开工，这个工厂占地面积大约为 9.3 万平方
米，建成后将负责FF91的量产。

量产在即，意味着恒大对于FF的投资，可
以避免很大一部分风险。业内人士认为，恒大
成功入主FF，标志着恒大成功打响进军高科技
的第一枪，为公司打造百年老店奠定坚实基
础。

6 月 26 日，恒大健康的市值超过 500 亿元
港元，相比25日，市值增幅超过100亿港元，已
经远超收购FF的代价67.46亿港元。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中国乃至全球范

围内，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现
有产品以低端为主。市场在未来优胜劣汰的
洗牌过程中，低端产品以及资本实力较弱的企
业将遭淘汰，恒大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以及较
强的资本实力，将很快占据市场优势。

另一方面，Smart King全资持有“FF美国”
和“FF香港”，而备受关注的广州南沙研发生产
基地则由 FF 香港全资持有。这样的架构安
排，等于恒大把世界顶尖新能源汽车技术全面
引入中国。

放眼未来，唯有掌握核心
技术才能行稳致远

据了解，位于广州南沙的研发生产基地将
成为其快速打开内地市场的重要棋子。

业界普遍认为，恒大此次入主 FF 更是一
次“利长远”的重大战略举措。今年年初，恒大
宣布向高科技产业拓展，作为第一枪，布局新
能源汽车无疑让外界对恒大的战略转型更有
信心。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概念是当下资本市
场的焦点。几只概念股均有着不错的表现，
如美国特斯拉公司最新市值就达 565 亿美元
（约 4437 亿港元）。即便作为上下游相关电
池厂商的宁德时代，市值也已经达到 1611 亿
人民币（1929 亿港元）。与之相比，6 月 25 日
才贴上新能源汽车标签的恒大健康目前市
值仅约 661 亿港元，市场空间明显。

引顶尖技术进军新能源汽车

恒大健康入主FF抢占风口
文/熊凤玲

近日，金溪县消防大队发挥驻地红
色教育基地的教育引领作用，激发官兵
献身警营建功立业的不竭动力，组织官
兵到县红色后龚革命根据地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

该队全体官兵来到思想教育基地
进行了实地参观，学习教育基地的历
史背景、革命先辈的光荣事迹和革命
军队的优良传统；感受革命历史的气
息和革命精神的熏陶，弘扬革命先烈
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深切
缅怀革命前辈在艰难岁月和艰苦条件
下创造丰功伟绩的革命精神。大队切

实把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进一步
增强全体官兵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效促使官兵认
真履行消防使命，切实找准贯彻落实
的结合点、着力点；努力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谋划工作的清晰思路、推动工作
的强大动力，把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
精神财富转化为加快消防工作和部队
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记肩负的崇
高使命和历史责任，切实筑牢对党忠诚
的政治灵魂，自觉践行服务人民的根本
宗旨；始终坚守执法公正的价值取向，
着力锻造纪律严明的过硬队伍。

（袁 政）

金溪县消防大队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改善宜丰县双峰林场环
境卫生状况，提高环境卫生透明度，近
日，宜丰县双峰林场开展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通过重点整治脏、
乱、差等情况，使得该场环境卫生得到
显著改善，为群众提供了优良的宜居环
境，也为进一步建设大美生态秀美双峰
打下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宜丰县双峰林场共组织
场机关干部、村（居）干部、村（居）民共
300 余人对全场区域内卫生死角、街边
杂草、白色垃圾、沿线水沟、公路路面、
各位违章建筑进行清扫除障工作。集

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该场公路环境卫
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脏、乱、差等情况
得到有效整治，共清理路肩水沟10余公
里，清理非公路标志标牌 10 余处，拆除
违法棚屋 10 余处，清理堆积物、杂乱柴
堆、土堆 60 余处，乱堆乱违规菜园棚布
300 平方米。通过专项整治行动，进一
步激发该场广大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进一步提
升该场村（居）民的素质、养成良好的卫
生文明常识，进而使该场区域内环境面
貌焕然一新，从而推动城乡环境再上新
台阶。 （江松国）

宜丰县双峰林场积极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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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刘斐）6
月26日，记者从南昌市获悉，该市下发
通知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
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该市要
求，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的原则，在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
施过程中，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内
容外，重点公开批准服务信息、批准结
果信息、招标投标信息、征收土地信息、

重大设计变更信息、施工有关信息、质
量安全监督信息、竣工有关信息等8类
信息要尽可能对外公开，保障人民群
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据悉，通知中所称重大建设项目，
是指按照有关规定由政府审批或核准
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有直
接、广泛和重要影响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不包括境外投资项目和对外援
助的项目），主要包括总投资 500万元

及以上的铁路、公路、水利、市政、教
育、卫生、文化事业建设、异地扶贫搬
迁等政府投资项目以及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项目、实行核准制管理
的企业投资项目（涉密项目除外）。

据介绍，南昌市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政府信息，确定为
主动公开的，应自政府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因特殊
情况不能在12个工作日内公开的，最迟

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确定为依申请公
开的，应严格按照法定时限答复申请
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事项应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

记者了解到，该市将对公开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通报。对违反政务公开
有关规定，不履行公开义务或公开不
应当公开事项，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依
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重大建设项目8类信息要尽可能公开
不履行公开义务 南昌将依法严肃追责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连
续两天，晴热霸占了洪城天气舞
台，高温高湿并存，让人难以适
应。未来 3 天，洪城仍将维持高温
状态。

接下来，南昌这一波高温天

气，将要打持久战，最高气温将达
36℃，最低气温也有 26℃至 28℃，
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可能更高，
请注意防暑降温。27 日，南昌晴，
28℃~35℃；28 日晴，28℃~36℃；29
日晴转多云，28℃~35℃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围挡脏
乱、围挡破损、围挡占道、围挡未密闭、
围挡未审批、围挡不统一并称为围挡 6
大乱象。6月 26日，南昌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支队直属一大队联手东湖区执
法局，对围挡乱象开始整治。

执法部门出动70余名队员，丈量了
全区的27处工地围挡，在执法队员的现
场摸底排查下，12处施工围挡问题被发
掘，不规范率接近 45%。记者在现场看
到，有的围挡占用道路妨碍通行，有的

存在倒塌隐患威胁行人。面对这一情
况，执法队员立刻按问题轻重进行了划
分，首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围挡进行了
现场整治，通过捆扎加固和更换挡板的
方式消除了隐患。

除现场整改外，执法局还制定了围
挡不规范“黑名单”，对发现了问题的工
地围挡全部登记造册，每日巡查并督促
整改进度。同时，对拒不整改、整改延
期或反复出现问题的，将依法进行严管
重罚，整改不到位不得开工。

南昌整治工地围挡6大乱象

本报讯 （记者刘斐）6 月 26 日，记
者从省邮政管理部门获悉，今年5月，全
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0.46亿件，
同比增长36.98%；业务收入完成5.27亿
元，同比增长 42.78%。其中，同城业务
量完成 746.30 万件，同比增长 63.48%；
异地业务量完成 3804.45 万件，同比增

长 32.29% ；国际/港澳台业务量完成
44.81万件，同比增长99.36%。

从各设区市情况看，今年5月，南昌
市以2.5亿元的快递企业业务收入在全
省领跑，同比增长40.7%，占全省总量近
半。赣州、九江、宜春、上饶列第二至第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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