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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你的影像·说说你与改革的故事

8月8日，记者来到广昌县赤水镇杨坊港王村，秀丽的风景让人印
象深刻。2015年，港王村启动实施新农村建设中心点项目，拆除危旧土
坯房70户，总面积9800余平方米，新建房屋58套，改造维修旧房37
套，架设太阳能路灯36盏，种植草坪500多平方米，并修建湖心休闲景
观亭。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航拍改造后的杨坊港王村。

8月1日，新余市渝
水区水北镇熊坑村，一
排排三层楼的联排洋房
错落有致、一盏盏现代
化的太阳能路灯整齐有
序……2010 年的一场
洪水导致熊坑村数十间
房屋出现不同程度损
毁，得知老家受灾，在外
经商的熊水华、熊九仔、
熊水生、熊习生堂兄弟
四人决定，回馈桑梓，为
乡亲们捐资建房，他们
四兄弟共捐赠3600多
万元，建了72套别墅，
赠送给老家的乡亲，并
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熊坑村民不
仅告别洪水肆虐之苦，
而且过上了丰衣足食的
小康生活。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村庄黛瓦飞檐，绿树环绕。
◀2009年改建前的熊坑村。（通讯员 熊水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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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王海婷）
8月 8日 10时，备受关注的南昌国际展览中心
地块三宗地成功拍出，华润置地（南昌）竞得
317.364 亩商住用地，以底价 30.74 亿元成交。
据了解，使用10余年的南昌国际展览中心已经
空置1年多，近期将与市民挥手告别，等待新主
人华润置地开发建设“万象城”。

底价成功拍出
7月16日，南昌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三宗

地块（南昌国际展览中心地块），总出让面积为
317.36 亩，总起拍价 30.74 亿元。南昌市国土
局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只有华润置地一家企业
参与竞拍，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底价成交。

根据拿地要求，华润置地需要在这三宗地
建设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14万平方米的大型
商业购物中心及4万平方米酒店（按五星级标
准建设），并不得改变用地性质和用途，整体持
有经营不少于 20 年，自持时间从房屋办理不
动产首次登记登簿之日起算。

据介绍，南昌华润万象城项目住宅地块、
商务商业地块已经启动规划建筑方案及施工
图设计招标，根据招标文件，整个南昌华润中

心包括 15.2 万平方米的室内购物中心，加上
0.8 万平方米的购物街，以及约 11.7 万平方米
的写字楼，约 15.7 万平方米的公寓，4 万平方
米的酒店，约 26.1 万平方米的住宅，总共约
73.5万平方米的大体量商业综合体。

拍 卖 结 果 显 示 ，此 次 华 润 置 地 竞 得
DAEJ2018019 为住宅用地，面积 133.179 亩，
起始楼面价 6030 元/平方米，成交楼面价
6030 元平方米，溢价率为 0。该住宅限价为
14500 元/平方米。在出让前，该地块明确标
注户型面积 144 平方米以下需全装修，最终
价格不明确。

南昌市国土局相关人士表示，完成竞价
后，目前正在进行资格审查，还有其他手续进
行办理。手续完成后签订购地合同后，该地块
才能进行开发。

正在谈判拆除
在土地挂牌出让时，业内人士即认为该地

块很有可能是华润置地（南昌）入主。
土地出让条件中明确，竞买人或其实际控

制人为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前100位（2016
年度《财富》杂志公布）且该实际控制人旗下具
有中国连锁企业百强排行榜前 50 强的企业
（2016年度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记者查
询后发现，中国华润总公司位居2016年《财富》
世界500强的第91名，而旗下的华润万家有限

公司位列2016年中国连锁企业的第3位。
更早时候，也就是 2016 年 12 月 28 日，南

昌市红谷滩新区与华润置地（南昌）有限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表示，华润置地
未来将在红谷滩新区红角洲片区投资建设华
润中心项目。

为此，甚至在地块拍卖前，已经对地块进
行了规划。此前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公布了红
谷滩新区红角洲片区相关地块控规局部调整
论证报告。据介绍，调整的正是南昌国际展览
中心所处地址，调整方向为建设集商业、商务、
酒店、居住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南昌国际展览中心与
赣江新天地同为红谷滩新区城投集团投资兴
建。对于南昌国际展览中心地块的处置，红谷
滩新区有更多话语权，而为引进万象城项目不
得不出让人气高的“黄金地块”，做大经济总量。

“土地拍卖只是第一步，项目还需要立项
等程序，拆除工程正在谈判当中，具体时间未
定，应该会很快。”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南昌国
际展览中心公司员工已解散分流。

未来商业中心
记者梳理发现，红谷滩新区（除九龙湖之

外）很少进行住宅用地拍卖，拍卖的多为商业用
地、公益事业用地等。业内人士称，红谷滩早期
规划侧重在房地产，商业功能区规划先天不足。

2011年意识到这一问题后，开始“亡羊补牢”。
2011年6月，南昌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提升、繁荣发展红谷滩新区的
意见》，提出今后红谷滩新区将注重完善功能与
发展产业相结合，不以开发房产为主，做到居住
和生活配套为产业发展服务，实现产城融合。

更值得一提的是，南昌商业目前由单纯购
物中心转向注重体验式消费的城市综合体，各
个区域、各个板块，都迎来了自己的区域商业
标杆项目。然而，在城市综合体在南昌近乎遍
地开花的情况下，作为红谷滩新区板块之一的
红角洲始终保持“沉默”，虽然去年乐世界中心
开业，主打的却是山姆会员店。

此次竞得南昌国际展览中心地块，是华润
置业第二次在南昌进行商业地产开发。其实，
华润置业进入南昌多年，去年底才开始商业地
产开发。不过其在深圳、杭州等地商业地产开
发非常成熟，并成为当地地标商业中心。

“万象城项目将会改变红谷滩商业格局。”
南昌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昌已有在建或建成近 20 个商业综合体，从
目前招标条件来看，该地块商业体在南昌并不
多见。他进一步解释说，作为红谷滩中心区域
之一，红角洲大型商业体缺乏，除了乐世界购
物中心已经开门迎客，联泰万悦汇、世茂APM
等商业还在建设中。如果万象城成功开发，该
区域将是南昌未来商业中心之一。

空置1年多后 三宗地以30.74亿元底价拍出

南昌国展中心将变身新商业中心
我省开展城镇生活污水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近
日，江西省住建厅制定全省城镇生活污水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进一步推进全省城镇
生活污水治理，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处理
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短板，巩固和提升城镇
生活污水防治成效。

根据方案，我省将按照“点、线、面、网”网
络化排查的方式，分批、分片区对城市建成区
内市政污水管网、管道接头处、检查井、泵站
等和沿江、沿河、沿湖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进
行系统全面排查，重点对城中村、老旧小区和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污水管网混接、错接、
破损、脱节等情况的排查，建立排查结果信息
系统，实现污水管网信息化、台账化管理。

方案要求，以排查出的问题为导向，制定
年度改造计划，对城中村、老旧小区和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区域内年久失修、漏损严重、错接
混接的老旧管网、检查井等实施维修改造；要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污水专项规划，持续推进
污水管网建设，进一步完善污水管网毛细血
管；加强对建成区内沿江、沿河、沿湖城镇生活
污水排污口的截污纳管，逐步实施沿河、沿湖
敷设截污管网上岸改造，提高污水收集能力。

方案强调，全面强化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监管，定期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理开展检查，
重点加强对将污水直接外排、不按规定存放运
转污泥等违规行为的检查；逐步建立将污水处
理服务费的核拨与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状况挂
钩的机制，推动运营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永丰投亿元改造危桥119座
本报永丰讯（记者李歆 通讯员曹孝平）

8月7日，永丰县货车司机潘明星驾驶卡车经
过该县上固乡路段，从宽阔坚固的上固大桥
上驶过时，感慨地说：“过去提心吊胆过危桥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年8月，总投资416
万元的上固大桥危桥改造项目竣工，为途经
此地的司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据了解，永丰县有危桥162座，普遍存在
设计标准低、服役时间长、桥基不稳、桥面狭
窄、桥体破烂等状况，给百姓出行带来诸多不
便，成为制约公路路网有效通达和新农村建
设发展的“瓶颈”。近年来，该县始终把危桥
改造作为解民忧的一件大事来抓，积极争取
建设资金加快推进危桥改造，先后投资 1.08
亿元改造新建了江口桥、鹿冈桥等 12 座危
桥，并相继完成了藤田镇禾埠桥、佐龙乡麻江
桥等 107 座农村危桥的原址拆除重建工作。
计划到 2020 年底前，完成改造现有国、省道
上危桥 4 座，另将农村公路中的 39 座危桥列
入危桥改造工程计划。

靖安男子非法狩猎被判刑
本报靖安讯（记者邹晓华）近日，靖安县

人民法院对古某非法持枪狩猎案进行了宣
判，古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

今年 1 月 28 日，靖安县森林公安局排查
到一起非法持枪狩猎的案件线索：一名男子
驾驶越野车携带猎枪及猎犬，在香田乡渔桥
村、吉洛村一带的山场上猎杀野生动物。之
后，该局立即组织民警精心布控，并于次日 9
时，在香田乡工业园公路上截获涉案越野
车。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古某，缴获 1 支自
制火药枪、2 瓶黑火药、1 罐铅弹、1 台 GPS 定
位仪及 3 只猎犬。经查，古某是香田乡吉洛
村村民，2017年在某网站看到国外的打猎视
频，便沉迷其中。其购得枪筒、弹药等，自行
组装一支火药枪，并购买 3 猎犬加以训练。
随后，邀请平日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村民观看
其在香田乡渔桥村、吉洛村附近的山林打猎，
截至案发时，古某已猎杀3头野猪。

南昌小创客全国获奖
本报讯（记者赵影）近日，由中央电化教

育馆等主办的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夏令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本次活
动，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000多
名学生参加，共收到超过 2 万件作品。在创
客竞赛中，我省出征全国赛的选手共 12 名，
最终4名我省选手包揽了一、二等奖。

本报上饶讯 （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胡勇
涛）8月7日，江西省旅游大数据中心在上饶正
式启动运营。据悉，旅游大数据中心将成为全
省旅游行业应用服务的重要阵地和旅游产业
科学规划的重要数据来源，为实现旅游强省提
供强大的技术和平台支撑。

据介绍，推动旅游大数据产业基础建设和
发展，是实现我省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资源
强省转变的重要举措。江西省旅游大数据中
心由深圳市蜘蛛旅游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建设，针对旅游大数据资源整合和共享两大核

心，投入了近百人的研发团队，一万多个开发
工时，引入腾讯、华为等公司的先进技术，打造
出产业监测平台、数据分析平台、运营管理平
台、公共服务平台等四位一体的旅游大数据中
心。今后，江西旅游将通过产业监测平台实现
智慧化管理目标，旅游大数据中心将从旅游大
数据画像、旅游大数据精准营销、基于大数据
的旅游服务提升、旅游产业运行大数据监测、
智慧旅游规划等领域进行深耕，为政府、景区、
企业和旅游者提供旅游大数据及智慧旅游服
务。其中，产业视频监测平台是集景区监测信

息资源汇总、产业运行监控监测整合、应急调
度快速反应为一体的综合系统。目前全省 10
家国家 5A 级景区接入 5 家，125 家 4A 级景区
接入94家。

此外，我省还将通过数据分析平台实现
智慧化服务目标，数据分析平台包括旅游数
据统计、客源属性分析、游客行为分析、客流
监测预警、舆情分析等系统，实时对省市区县
及景区多级、任意时段等多维度的数据进行
统计和分析，满足各类旅游数据服务需求；通
过全域旅游综合运营平台实现智慧化营销目

标，综合运营平台包括电商平台、分销平台、
运营管理平台，通过构建互联网+旅游的立
体营销体系，满足资源方、运营方和渠道方三
者的资源对接需求，实现传统营销和新媒体
营销的有机结合。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则是面
向游客和从业人员的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旅游
资讯和政策信息，是游客进行线上咨询旅游
信息和投诉的重要入口。后台服务方面包括
政策资讯发布、咨询管理、从业人员管理、业
务审核、产业管理、新闻、游客咨询、旅游投诉
等。

全省旅游大数据中心在上饶启动运营

江西旅游有了“最强大脑”

近日，上栗县妇幼保健院党支部组织党
员、业务骨干，分别对桐木镇荆坪村村民、上
栗镇辖区幼儿园老师及石板滩水上乐园的救
生员进行防溺水等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据
统计，已免费培训300多人次，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秦 芳摄

急救技能培训

▲改造前的杨坊港王村。（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