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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在南昌县蒋巷镇赣江边上的一片湿地上，被称为“中
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正在捕食蜻蜓。眼下正是蓝喉蜂虎喂养雏
鸟的季节，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美丽的小鸟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南昌的鸟类爱好者也不用为观鸟长途奔波了。

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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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地铁集中销毁禁限物品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7 月 6 日上午，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与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就地铁安检中查获的 1 万余件禁、
限带物品进行集中销毁。

据悉，在销毁现场违禁品、危险品中，除
汽油、酒精、发胶等，还有管制刀具、仿真枪
支，其中喷雾3880瓶、花露水3129瓶、水果刀
1692 把、锤子 866 把、美工刀片 244 片、酒精
252瓶、打火机煤油 100瓶、泥刀 162把、剪刀
141把，其他类共计702件。

南昌地铁提醒，为大家的出行安全，请乘
客严格遵守《南昌市轨道交通条例》，请勿携
带易燃、易爆、有毒和放射性、腐蚀性等物品
进站乘车，主动接受安检，共同营造良好的乘
车环境。

27支赛艇队青山湖挥桨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王海

婷）7 月 8 日，南昌市举办世界名校赛艇邀请
赛暨大师邀请赛，中外15支名校赛艇队与12
支大师赛艇队齐聚青山湖。

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杨春表示，这次比赛
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办赛的一次有益尝
试，希望邀请赛进一步推动赛艇运动在南昌
的普及与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关注、关
心并投入到这项运动中。比赛设立男女 4
双、8单以及环湖赛等10余个项目，赛事形式
丰富多样，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

当天，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
学、悉尼大学、东京大学等7支世界名校赛艇
队和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昌大学为代表
的 8 支中国名校赛艇队，以及各大赛艇俱乐
部大师参赛队伍齐聚展开对抗。经角逐，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江西挺进俱乐部、南京金
帆俱乐部分获各组别冠军。

特奥乒乓赛 江西获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李歆 通讯员司马天民）近

日，从北京传来喜讯，在 2018 年全国特奥乒
乓球比赛中，江西选手获得 2 金 4 银 2 铜，其
中代表江西参赛的泰和县特殊教育学校4名
学生夺得1金4银1铜的好成绩。

泰和县特殊教育学校运动队代表江西省
参加乒乓球男单、女单、男双、混双等项目的
角逐，肖启训、吴海健获 16岁至 21岁组男子
双打金牌；胡常达、肖启训、吴海健分获16岁
至 21 岁组男子单打银牌；肖莹获 16 岁至 21
岁组女子单打银牌；肖莹、胡常达获 16 岁至
21岁组混合双打铜牌。

又是晴热天 局部有阵雨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刚结束的双休日，

我省多地遭遇强降水，局地发生内涝。本周，
晴热天气为主，请注意防暑降温。

预计 9 日，全省晴天多云，其中九江、宜
春、萍乡、吉安、赣州五市午后局部有阵雨或
雷阵雨。风向：偏南，风力2～3级。

新的一周，南昌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中期
有一次降水过程。

9日，南昌多云到晴，26℃～34℃；10日，
晴天多云，28℃～35℃；11 日，多云转阵雨，
局部中雨，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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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防结合确保电力畅通
本报庐山讯（通讯员王艳萍）“近期阴雨

天多，要及时清理树障，确保电力畅通。”7月
5 日，国网庐山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细化特
殊天气下的安全防范措施，为电网平稳度夏
夯实基础。

该公司对树线矛盾情况细致梳理，主动
与林业、交通等部门联系，共同制定树障移除
或修剪方案，营造齐抓共管格局；加大宣传力
度，广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宣传线下违
章植树、违章建筑的危害和可能导致的严重
后果；加大电力线路和设备巡视力度，对机械
作业较多的区域实行特巡，针对发现的违章
取土、施工等行为及时制止；加大特殊天气下
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对风险点、危险点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理，并针对薄弱环节细化防
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情况下对电
力供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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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邹晓
华）7 月 5 日晚，强降雨突袭，景德
镇西市区瓷都大道上，一名骑电
动车的女子被冲走，关键时刻，3
名“雨衣男子”将女子救起。救人
视频经当地微信朋友圈转发后，
景德镇全城寻找无名英雄。

5 日晚，强降雨突袭，景德镇
市多处路段积水，湍急的水流甚
至把有些路段的下水道窨井盖冲
走，形成吸力巨大的漩涡流。

当地的微信朋友圈里出现一
段救人视频，一名女子骑电动车
时被急流冲倒。关键时刻，一名
穿雨衣的男子，踏水追来，及时抓
住该女子。随后，还有两男子加
入救援，将女子拽到了人行道
上。其中一男子多次滑到，但始
终没有松开女子的手。

民警通过查看视频后表示，
事发地在河西加油站附近。由于
该路段积水更深，交警部门已禁
止车辆通行，那边没有民警执勤，
救人的3名男子应该不是交警。

景德镇当地市民在当地微信
朋友圈发起寻找 3 名救人男子的
行动。8 日，记者获悉，经努力，3
名男子找到了，他们是景德镇市
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余佳

遥、中队长助理张俊生和班长
张鲁波。

余佳遥说，5 日 21 时，特勤中
队接到命令，前往瓷都大道梅苑
小区帮助被困居民转移。“消防车
刚过昌南路口的红绿灯几十米，
张俊生发现非机动车道上，有一
个女子和一辆电动车随着水流漂
移。”余佳遥忙下车，趟着湍急的
水流向女子跑去。“好在该女子被
绊了一下，我一下抓到她。”余佳
遥称。这时，张俊生、张鲁波等战
友也赶到了现场，大家合力将女
子带到人行道上。

随后，又有两名消防员找回
了女子的电动车。

记者还获悉，当日21时30分，
在景德镇市昌南大道交通银行路
口的安全岛附近，一女子被急流
冲倒，眼看要被冲入下水道。“我
立即招呼距离较近的协警邵康民
冲上去救人。”交警戴亿元回忆。
就在女子离下水道不远的危急时
刻，邵康民一把将女子拉住。戴
亿元赶到后，抱起女子，将其带到
安全地带。

他们救人的视频被网友发到
微信朋友圈后，被大量转发，收到
众多网友点赞。

多个救人英雄找到了
本报乐安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刘宏）“如果没有民警和村
干部的帮助，及时把我老婆转移
出来送往县人民医院，后果不堪
设想……”黄友发望着躺在病床上
熟睡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激动
地说，“为感谢那晚帮助过我们的
人，我们决定给孩子取名为‘水生
’，教育孩子长大后要乐于助人。”

7月6日22时许，乐安县龚坊
镇同富村，大雨不停地下。正同村
干部处置险情的民警李华的手机
突然响起：一辆载有待产孕妇的汽
车熄火，被困低洼路段，等待救援。

接到“命令”后，李华和村干

部黄高祥等人迅速赶到事发地发
现，一辆面包车被困水中，积水越
积越深。

大家从村民家中借来塑料扶
椅，手拉手走进齐腰深的水中慢
慢靠近面包车。大家同孕妇的丈
夫黄友发一起，小心地把孕妇转
移到扶椅上，4人合力抬起扶椅，
一步一步走向接应的村干部黄炳
祥的车上。

“从面包车转移到接应车上，
虽只有 50 米，但因天黑水深，每
挪一步都得十分小心，50 米的距
离用了 10 多分钟。”黄高祥回
忆。由于不清楚脚下的路况，4

人极力保持扶椅平衡，脚被石块、
树枝、杂草划破，也全然不顾，只
想尽快把孕妇送往医院。

黄友发说：“那天晚饭后，我
老婆的肚子开始痛起来，知道马
上要生了，我决定冒雨送她去医
院。当面包车开到低洼路段时，
路上积水很深，我虽有犹豫，但
还是加大了油门想冲过去，不料
车在水中熄火了。”车子被困后，
水越来越深，黄友发非常着急。
他拨打 110 求助，没想到几分钟
后，民警和村干部们就来了。回
忆起那晚的事，黄友发既后悔又
很感激。

本 报 抚 州 讯 （记 者邹晓
华、温凡）“ 哇 ……”随 着 啼 哭
声，婴儿在消防车上出生。7 月
8 日，受强降雨影响，抚州市临
川区上顿渡一孕妇被水围困家
中，幸得消防官兵及时救出并
抬上消防车送往医院。途中，
孕 妇 在 消 防 车 内 产 下 一 名 女
婴，现母女平安。

当日3时许，抚州市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临川区上顿
渡见贤路一居民家中有孕妇被水
围困 4楼家中。临川区消防大队
上顿渡中队消防官兵迅速利用担
架，将孕妇搬移至消防车上，紧急
送往医院。途中，官兵们用衣物垫
起她的头部，并脱下救援服盖在她
身上保暖。

就在快到医院时，孕妇突然
喊道：“要出来了，要出来了！”随

后，在孕妇的丈夫与其母亲的配
合下，3时30分，在消防车上产下
一名女婴。消防车到医院后，医
生立刻登上消防车，将婴儿的脐
带剪断，随后，消防官兵和医生将
母女俩送至产房。

由于运送及时，处置得当，产
妇和宝宝均告平安。“多亏消防队
员，母女才能平安。”孕妇的丈夫
许先生说。

就南昌联通用户未订购增值业
务，却被联通公司悄然扣了当月增
值业务费等现象，本报于 7月 2日刊
发《未订购增值业务 为何还被隐蔽
扣费？》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一周来，全省多地联通用户纷纷向
本报反映遭遇类似“隐蔽扣费”，以
及联通拒绝退还预存话费余额等霸
王条款问题。

7 月 3 日，省通信管理局督查人
员进驻联通南昌分公司调查，因有
关增值业务运营系统涉及省联通公
司，7月10日左右将着手调查省联通
相关系统，彻查“隐蔽扣费”问题，并
将向本报反馈调查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布，督促运营商进一步依法规
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令人疑惑的是，在6月29日采访
中，联通南昌分公司9118号客服人员
曾向记者承诺，会将用户所关心的前
机主“遗留”的增值业务到底是其自
愿订购还是被订购、是否有相关订购
凭证、“系统未做清除”是否导致所有
新机主“被订购”等疑问，反馈至相关
部门，由对口部门予以解答。而本报
报道见报后，在7月2日至6日期间，
记者先后与联通南昌分公司多名客
服沟通时，再次提出需了解“对口部
门”给出的答复意见，但截至7月8日
晚发稿，联通南昌分公司一直未兑现

“解答”承诺，始终保持沉默。

央视揭秘“套路”
本报刊发《未订购增值业务 为何

还被隐蔽扣费？》报道后，7月6日央视
《经济半小时》就全国多地存在的手
机用户不知不觉被强制绑定五花八
门的增值业务，话费随之悄悄消失等
现象，播发了“敛财‘套路’几时休”专
题新闻，揭开了通信运营商默许或纵

容增值业务合作商敛财的秘密。
在节目中，央视《经济半小时》

记者通过暗访调查，发现通信运营
商将收费代码提供给第三方合作公
司推广增值业务。合作公司则进行
病毒式推广，利用非法软件，在用户
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用户名义悄悄
发送短信订购相关增值业务，并在
用户不知不觉中扣掉增值费。这些
订购短信在用户手机里没有任何记
录，只有通过通信运营商的网络才
能查到订购信息。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
常务副会长邱宝昌在接受央视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是增值业务服务商
背着通信运营商违法推广业务，民事
责任和行政处罚也应由通信运营商
承担。如果通信运营商与合作企业
恶意串通，联手隐蔽扣费，这种违法
行为情节则更加严重，应依法严惩。

省消保委将约谈省联通公司
我省电信行业一名业内人士向

记者介绍，大量针对通信运营商私自
开通增值业务的投诉，与外呼服务外
包有关。目前，通信运营商设区市及
县区一级的公司为了提升营销业
绩，将大量电话外呼业务外包给营
销团队操作，外包商为了谋取利益
往往不按规定甚至违法操作，由此
产生的“影子服务”“幽灵服务”，让
消费者利益受损，已饱受广大消费
者诟病。他建议，应加大对通信运
营商外包外呼服务的清理整顿，全
面规范外呼服务。对带有欺骗消费
者性质的违法经营行为应坚决依法
惩处，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近年，手机用户和通信运营商
频频因隐蔽扣费发生纠纷。深圳市
消委会的数据显示，仅 2017 年受理
的关于通信运营商“影子服务”的投
诉数量达593宗。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江西南芳
律师事务所主任廖泽方表示，为杜
绝通信行业乱收费现象，从通信运
营商层面上说，应严格执行工信部

要求的“二次确认”规范程序，给用
户发送的请求确认信息中，必须包
括移动信息服务企业的名称、具体
业务名称、资费标准、退订方式等。
消协组织可联合监管部门对通信运
营商的服务进行监督、检查，或独立
进行调查、监督，也可以消协组织的
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司法机关
判令通信运营商等经营者停止违法
侵权行为，并依法赔偿消费者损失。

7 月 6 日，省消保委相关部门负
责人向记者明确表示，下一步，省消
保委将根据《消协组织消费维权约
谈经营者办法（试行）》规定，就本报
报道及收集到的相关实际投诉情
况，启动程序约谈省联通公司，全力
依法维护手机用户的合法权益。

省消保委及省通信管理局提醒
手机用户，遭遇“隐蔽扣费”等违法
侵害时，可通过省消保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江西放心消费315”、投诉电
话 0791-86350315，以及 12300 电信
服务申诉电话等多种渠道投诉。

《未订购增值业务 为何还被隐蔽扣费？》追踪

省通信管理局调查联通南昌分公司“隐蔽扣费”
督促通信运营商依法经营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童梦宁

大雨来袭 危急时刻他们撑开安全伞
警民联手护母子平安

一孕妇消防车内产子

传递
正能量

7月5日，南昌市湾里区梅岭镇“生态第一漂”人气火爆，游客们乘坐皮划艇跌
宕起伏顺流直下，享受漂流的刺激和戏水的乐趣。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景色美景色美
漂流乐漂流乐

“巾帼示范企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赵影）为充分发挥妇联组

织和鼓励广大妇女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力
量，近日，南昌市授予红牛春天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等 10 家企业为乡村振兴“巾帼示范企
业”；授予南昌市巾帼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为乡村振兴“巾帼脱贫基地”；授予
江西淘鑫电商基地等 10 家企业为乡村振兴

“巾帼创业就业基地”。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南昌市将选择一批

基础条件较好、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现代农
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开展“田园综合体”建
设。南昌市妇联为积极推动、带动农村妇女
创业就业、脱贫致富，提高农村妇女参与乡村
振兴的素质和能力，将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
升计划”，积极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农村适用技
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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