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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办公楼 斑头鸺鹠野外放飞
本报婺源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洪裕

国）7 月 9 日傍晚，一只鸟误入婺源县江湾镇
镇政府大院，不小心撞上办公大楼的窗户，挣
扎站起后在走廊内低声鸣叫，幸遇镇政府工
作人员救助。

“我急忙把它捧起，并带到后院试飞，但
它总飞不起来。因担心它可能受伤，所以向
当地森林公安派出所报警。”江湾镇副镇长汪
樟坚回忆。

江湾森林派出所民警现场鉴定确认，这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学名为斑头鸺鹠。从
检查情况看，这只斑头鸺鹠健康状况良好，没
有受伤，恢复后可野外放生。

10日上午，民警将这只斑头鸺鹠在江湾
后龙山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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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月嫂免费传授技能
本报修水讯 （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洪紫

凝）7月10日上午，“百城万村”家政扶贫示范
国际合作项目第二期培训班在修水县开班。
南昌市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金牌月嫂蔡细春
现场传授经验，百余名学员将接受 8 天的免
费培训。

41 岁的卢圣华是修水县溪口镇田仑村
人，丈夫已故，独自带两个年幼孩子，还要照
顾年迈的公公，一家人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得知县里免费开设家政培训班，村干部
当即为卢圣华报了名。“有一技之长后，就有
信心摘掉贫困帽子。”卢圣华表示。

承办技能培训的南昌巾帼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二伟介绍，报名异常火爆，
原本 100 个名额，有 300 多人报名，经过严
格筛选，113 人成为本期培训班学员，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占 90%。据介绍，本次培
训免费吃住、免费发放学习资料，考核合格
免费发放培训合格证。培训时间 8 天，最
后一天将与来自北上广和南昌等地的单位
对接上岗。

据介绍，“百城万村”家政扶贫示范国际
合作项目培训班下一站将前往宁都县。

赣浙联手强化网络市场监管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近日，记者从省工

商局获悉，我省与浙江省签订了《网络市场监
管省际合作协议》。这意味着，两省假冒伪劣
网商将被套上“紧箍咒”。

赣浙两省网络市场的发展相互交织和影
响，两省工商部门在如何促发展、强监管方
面，面临共同的挑战。“线下实体店都注册了
营业执照，登记了法人，但网络销售主体，尤
其是自然人难以监管。特别是网上购物的消
费者投诉时，只能向网络平台求助。”省工商
局相关负责人称，投诉和案件线索如何移交，
两省如何跨省协作，在协议中都予以明确约
定。今后，假冒伪劣网商一旦被线下投诉，两
省可合作监管，并实时调取网络销售主体的
信息。该协议将有效解决跨地域网络市场监
管协作难题，构建省际共治共享的网络市场
一体化环境，从而促进两省网络市场快速健
康发展。

涉嫌制售假冒铝材被查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7月10日，南

昌新建区查获的制售假冒“凤铝”铝材案件被
移交公安部门。

6 日上午，新建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接到举报，称在西山镇草山村有人制售假
冒“凤铝”铝材。

当日16时，该局执法人员会同公安民警
赶到现场发现，这个窝点在一栋 4 层楼民房
内，在外可听到房内有机器工作的声音。执
法人员进入房内，发现1楼有打孔机、贴模机
等设备，上面还有正在贴标的铝材。经现场
清点，查获涉嫌假冒“凤铝”铝材成品6.08吨、
半成品 11.76 吨，涉嫌假冒“凤铝”商标 166
卷。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当事
人李某被民警现场抓获，由于涉案金额较大，
目前该案已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

现身居民区 穿山甲被送回山林
本报修水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徐红

波）7 月 8 日早晨，修水县森林公安局三都派
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长相怪
异的动物，希望民警前往处置。

据介绍，当日1时，修水县一个小区的保
安人员王锡豪，在巡逻时发现一只动物全身
长满鳞片，四肢带爪，便和同事将这只动物保
护起来，然后用手机拍摄了该动物的视频。
民警联系县野保站工作人员前来辨认，确认
这是穿山甲，长约 40 厘米，重约 2.5 公斤，身
体没有伤痕，适合放生。随后，野保站工作人
员赶往五眉山自然保护区，将这只穿山甲放
归森林。

穿山甲是鳞甲目穿山甲科的一个属，共
有 4 个物种，全部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14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

上饶市广丰区铜钹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九仙湖是国家 4A
级风景区。此前，周边密布农
家乐、竹制品加工厂、养猪场、
采矿等，污水直排，同时每天大
量有游客进入景区，九仙湖水
质受严重威胁。2014 年，九仙
湖被敲定为广丰饮用水源地，
养殖变生态种植，叫停景区游
船项目……数据显示，去年 1
月至今年 6 月，九仙湖水质 16
个月达到 I 类标准。一湖清
水，解决了 50 多万人的饮水
问题。

7月4日，广丰自来水厂负
责人说：“2016 年 12 月 9 日，九
仙湖引水入城通水以来，日均
供水1.8万吨，满足了城区及周
边乡镇居民用水需求。”

之前，流经广丰城区的丰
溪河是城市饮用水源，但在枯
水期，供水量难以满足需求，另
外受上游来水污染、本地排放
污染等影响，供水质量下降。

2014 年，广丰县组织专家
编制完成《广丰县九仙湖引水
入城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上
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评
估后进行了批复。该工程设计
全年引水总量 0.27 亿立方米，
为 九 仙 湖 总 水 量 的 十 五 分
之一。

不过，5 月至 10 月旅游旺
季，九仙湖每天接待上千游
客。同时，周边密布农家乐，以
及采矿企业、竹制品加工厂、养
猪场等，如何保证水的质量呢？

一边是村民的“饭碗”，一
边是保护 50 万人的饮用水。
为此，广丰区投资 3600万元建
设了 12 个湿地污水处理站。
铜钹山管委会副主任林祥云解

释，每个农户安装了三格式化
粪池进行第一道发酵处理，再
收集发酵出来的污水到终端进
行微动力处理，最后是过滤，经
湿地处理再达标排放。

“这种模式是从浙江学来
的，小巧灵活，最适合山区。”林
祥云说。

此外，铜钹山关停了九仙
湖源头的 3 家竹制品加工厂；
关停了养猪场，引导养殖户生
态种植猕猴桃、水蜜桃、茶叶；
叫停了银矿开采……

更值得一提的是，九仙湖
是铜钹山第一个开发的旅游
项目，其主要项目是游客乘游
船游览沿途美景。上饶市铜
钹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占远涛称，景区最高峰一天
接待 4000人。为保护水源地，
九仙湖游船项目被叫停。记
者采访时，2016 年 12 月 6 日发
布的《关于暂停九仙湖景区游
船停运的公告》仍张贴在售
票处。

“引九仙湖水入城，受影响
最大的还是九仙湖风景区。”占
远涛告诉记者，7月，出现了旺
季不旺的尴尬。游船项目停
运，地处九仙湖莲花岛上的九
仙湖滑索，游客也无法登岛体
验。占远涛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景区年门票收入从 700 万
元降至约200万元。

对此，广丰区财政对九仙
湖进行流域性生态保护补贴。
铜钹山管委会主任徐利火说：

“为更好地保护九仙湖，九仙湖
景区去年门票收入损失约 500
万元，广丰财政全额补贴。加
上其他生态补偿，广丰区财政
每年投入上千万元。”

污水巧处理 清水供饮用

广丰出实招
护好九仙湖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王海婷 江 慧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在南昌市西湖区，西桃花
河与龙河因沿线排污与乱丢
垃圾，一度造成水质恶劣甚至
出现黑臭水质。为此，西湖区
专门制定整治方案提升水质，
让西桃花河重现“十里桃花”
的美景。

“区委区政府极为重视，成
立了区长牵头的领导小组，明
确了时间表。”该区水环境综合
治理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
绍，西桃花河水面整治前存在
垃圾漂浮物，河床污泥淤积，污
染河道水质经检测为劣 V 类
水，水面散发臭味，群众有怨
言。主要因为建设路污水提升
泵站及污水出站管未完工，洪

城大市场周边区域内污水管网
收集的污水无法通过污水提升
泵站进入象湖污水处理厂，而
渗溢进入西桃花河河道。

“我们聘请了瑞士水务公
司咨询西桃花河、龙河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还聘请了省水
利设计院编制西湖区水环境综
合治理三年规划方案及2018年
西桃花河、龙河整治规划方
案。”该相关负责人表示，设计
方案正在制定，整治工作已开
始，打捞河面漂浮物及清理河
道沿线垃圾 30 余吨；多次组织
沿河摸排，建立污水直排口台
账，已清除各类污水直排口 47
个；组织联合执法，取缔关停沿
河非法砂场 5 处；环保部门定

期监测水体指标，发现异常立
即启动相应工作预案。

据悉，下一步西湖区将实
施源头截污，由区河长办、区
市政所在西桃花河上游的朝
阳新城从源头排查雨污混接
情况，对朝阳新城 63 处开发商
楼盘中 23 处楼盘存在的雨污
混接情况，实施迁改等措施予
以整改。该负责人表示，由于
西桃花河、龙河与赣江及抚河
故道隔断，水体封闭，无外水
补给，自净能力差，将建议南
昌市控股集团协调从青云水
厂废弃的备用管道引入赣江
活化水源以注入西桃花河中，
改善水体环境，早日恢复沿岸

“十里桃花”盛景。

截污清如许 源头活水来

南昌西桃花河整治提升水质

本报南康讯 （记者邹晓
华 实习生梁梦娇）7 月 7 日，
赣州市南康区警方在于都县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用 18
个小时破获了一起拐骗女童
案，营救出被拐小女孩。

6日16时，陈某报警称，其
3岁女儿在南康区龙岭镇物流
园附近走失。南康警方成立
专案组，进行现场调查和走访
追踪。

经侦查，初步锁定嫌疑人
的身份。专案组成员画出嫌
疑人逃跑路线：南康-信丰-赣
县-于都，行程 200 公里。由
于嫌疑人带女童不停变换地
点，加上夜幕降临，给案件侦
破带来了难度。

在赣州市及信丰县警方

的大力支持下，终于锁定嫌疑
人的身份和落脚点。

7日 11时 30分，民警在于
都县将嫌疑人抓获，成功解救
被拐女童。

经查，嫌疑人姓张，现年
54岁。6日，张某出来找工作，
在南康区龙岭镇物流园附近
看到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带着
一个小女孩在路边捡废品。
他主动上前搭讪，聊了几分
钟，老人便放松了警惕，转身
去其他地方找废品。

张某趁机跟小女孩说带
她 去 买 零 食 。 小 女 孩 跟 着
他，拿了零食，并上了张某的
摩托车。

10日，赣州市公安局对办
案单位和民警进行表彰。

本报九江讯 （记者邹晓华 实
习生梁梦娇）7 月 7 日 12 时 47 分，
九江庐山风景区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 称 ：好 汉 坡 有 两 名 女 性 游 客
失踪。

消防大队官兵徒步到现场后，
沿好汉坡从上至下进行地毯式搜

索，并同公安、蓝天救援队、森林
消防等 50 余人，分批分队不间断
搜索。9 日 11 时 52 分，救援人员
在好汉坡附近的深山里发现失踪
人员。

经询问得知，两名失踪人员从
莲花镇开始往上爬。因为天气原因

导致迷路，迷路的这数十个小时仅
靠一瓶水度过，其中一人头部受
伤。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对
其进行救护。

9 日 16 时 34 分，将失踪人员转
移至庐山山顶北山公路。17 时 20
分，失踪人员被送往医院治疗。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一名幼
童在列车上被邻铺男孩打翻的方便
面的热汤烫伤。为此，列车在南丰
站紧急临时停车。为保证烫伤的幼
童及时送医，南昌铁路公安处南丰
车站派出所启动了紧急预案，为幼
童开启了绿色通道。

据介绍，7 月 6 日 17 时 52 分，
南昌铁路公安处南城火车站派出

所 接 南 丰 站 客 运 值 班 员 报 称 ：
K1270 次列车上一名幼童被烫伤，
需接受紧急救治。经上级相关部
门批准，允许列车在南丰站临时停
车 1 分钟。

为在 1 分钟将幼童及时送医，
民警与南丰县人民医院 120 急救中
心取得联系，请他们做好转运幼童
的准备。随后，在站区和站台疏通

紧急通道，确保列车停靠后能在第
一时间将幼童送出车站。

17 时 55 分，列车临停南丰站。
在民警的护送下，一男子抱着被烫
伤幼童在另一对父子的陪同下仅用
1分钟就出了站。

数分钟后，120救护车赶到南丰
站，被烫伤幼童的父亲邵某终于松
了一口气。

环
境
保
护

18小时
被拐3岁女童获解救

50余小时 游客深山迷路被救

1分钟 列车紧急停车救幼童

救助

本报南昌讯 （记者朱华）7
月10日，本报报道了南昌市公安
局交管局高新大队办事大厅“冷
热两重天”一事，引起公众热议，
并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当
日，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高新大
队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立即进行
整改，于当天安装好两台空调，
让办事群众享受到清凉。

10 日下午，烈日炎炎，南昌
最高气温达 36℃。记者一走进
处理交通违法的高新交警办事
大厅大门，凉意就扑面而来。大
厅内已安装了一台立式空调和3
台落地扇，办事群众有序地排队

等候。此外，在事故处理大厅，
也安装好一台立式空调。

据高新交警大队大队长吴
国华介绍，该大队当天召开紧急
工作会，要求在便民办事、优质
服务方面自查自纠、举一反三，
全力为群众创造良好的办事环
境。除立即安装空调外，该大队
还推出一系列措施：高峰期增加
办事窗口；在办事大厅放置防暑
药、老花镜、便笺纸等便民物品；
中午不关门，便于办事群众安心
等候；对窗口服务人员进行教育
培训，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服务意识。

《工作人员吹空调 办事群众受煎熬》追踪

为南昌高新交警立行立改点赞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角洲通过实施水系活化工程，使水道、游步道、车道有机融合。据了
解，通过水系活化工程，水渠两岸绿树成荫，形成亮丽的景观带。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 办事大厅里的空调已装好。本报记者 朱 华摄

记者手记

水清城美水清城美

办事大厅“冷热两重天”，交警部门闻
过即改，第一时间出台一系列便民措施，提
升群众的办事体验，值得点赞。但我们也
要看到，这则新闻之所以引发热议，在于戳
中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办事难的“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要
求全党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各级部门特别是窗口服务部门在群众
心中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在优化办事流
程、让群众少跑腿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整
治“衙门作风”，把人民群众真正装在心里，
注重服务的细节化和人性化，让办事群众
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