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哈，你快来追我呀。”9月 12
日，在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街上，
记者被两个孩子的嬉笑声吸引，顺
着声音看去，原来是两个七八岁的
孩子，正一人骑着一辆橘红色的共
享单车追逐打闹。

这时，记者途经一户人家，家门
口摆放了一辆有些眼熟的橘红色单
车。凑近一看，这辆单车的车身被

“银改红”，车尾部的电子锁也不见
了，唯独车轱辘上的橘红色保有原
样。随后，记者向摩拜公司工作人
员确认，这辆单车就是摩拜单车。

在该乡和附近的象山镇，各种被
“整容”的共享单车陆续映入记者眼
帘：有的换了漆、有的被撬了电子锁、
有的被涂抹掉了二维码、有的停在自
家院内、有的被锁在路边树上……无
一例外，这些单车都已从共享转为

“私享”。
当记者拿手机拍照时，这些

“车主”们警惕地问：“你在拍什么

啊？”一个小时后，记者原路返程
时，这些停在路边和院内的单车纷
纷不见踪影，原本敞开的农家大门
也已紧闭。

在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被
“整容”和挪为私用的共享单车主
要是摩拜、ofo 和哈罗。随后，记者
与这三家公司南昌地区的负责人
取得了联系。记者得知，从运营范
围来看，摩拜单车在南昌地区的运
营范围北至乐化，南至莲塘镇，西
到湾里区，东至瑶湖湿地公园；哈
罗单车骑行范围为南昌城区，不包
含南昌城区外的乡镇和农村；ofo
公司并未对具体骑行范围作出限
定。可以确定，新建区大塘坪乡和
象山镇均超出了摩拜公司和哈罗
公司的运营范围。

对于被破坏和私占的共享单
车，三家公司的运营维护方式大同
小异——基本都是依靠线上的监控
系统和线下的运营维护人员巡逻、
用户投诉举报。

“对于撬锁、安装自己的锁以及
故意破坏车辆的行为，我们通过后
台数据能够监测，更主要是通过网
格化管理的街头运维人员巡查发
现，通过后台定位可以找到相应的
车辆进行回收。目前而言，在农村
地区很难做到城区内那样在一定范
围内配置几名工作人员。对于占有
车辆的行为，会对私锁进行拆除，而
对于严重的情况或破坏车辆行为，
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无论是
私占车辆，还是破坏车辆行为，均涉
嫌侵犯我公司财产权益。”ofo 公司
南昌地区经理说。

农村也有共享单车了？
原来已被人改装变“私享”

见习记者 宋思嘉文/图

共享单车停在农家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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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放管服放管服””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被记12分的司机不用再担
心往返车管所浪费时间了。
目前，针对驾驶证注销恢复等
业务，南昌车管所推出“即约
即考”服务。

据介绍，“即约即考”业务
主要受理范围为驾驶证注销
恢复、军换（持部队驾驶证换
地方驾驶证）、外换（持境外驾
驶证换地方驾驶证）、驾驶证
实习期被记满分、驾驶证被记
满分考试。9 月 10 日起，车管
所在智慧大厅设置了一个 15
个考台的小型科目一考场，每
天可容纳近 200 人参加考试，
解决办事群众多次往返奔波、
因考试排期而长时间无法驾

车的困难。
“以往对于办理满分、军、

外换或驾驶证恢复业务的驾驶
人，要拿到新驾驶证至少往返
车管所3次。”南昌市车管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即约即
考”便民措施推行后，驾驶人可
以根据自身需求，当场即约即
考，一次办结相关业务。“一般
30 分钟左右就可完成整个流
程，考完合格后，根据业务不同
最晚3个工作日邮政快递就会
将驾照送到群众家门口。”

下一步，南昌车管所还将
大力推广车管业务的网上预约
和在线办理服务，使群众无需往
返奔波，足不出户就可便捷办理
车管业务。

345万元助学金助贫困生圆梦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万

亿）9月 13日下午，南昌市青山湖区举行“护
苗关爱”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21名贫困大
学新生代表、20名贫困中小学生代表领取扶
贫助学金 6 万余元。据了解，青山湖区区本
级今年共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60万元，镇村
（社区）发放285万元，受助学生4084人。

据介绍，青山湖区关工委自2009年开展
“护苗关爱”扶贫助学活动以来，通过个人捐
助、“护苗关爱”扶助会募集、爱心团体和爱
心人士的捐赠等渠道，广泛募集帮扶资金，
不断扩大帮扶规模，已募集资金 1200 多万
元。今年，受助的贫困大学新生 84 人、贫困
中小学生3986人。

持械行凶杀人 潜逃嫌犯落网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9月13日，南昌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发布一起重大案情通
报。此前因涉嫌持械行凶致一名女性死亡
而被通报的犯罪嫌疑人钟国强，于 9月 13日
11 时许在安义县 S105 国道东阳镇段被抓
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根据此前通报，9月11日，南昌市高新区
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经调查发现，钟国
强有重大作案嫌疑，案发后潜逃，且于9月11
日 10时 50分许出现在安义境内。钟国强 52
岁，南昌口音。警方表示，因提供重要线索
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将予以5000元奖励。

据了解 ，案发当天上午，犯罪嫌疑人钟
国强因为感情问题将一名女性友人杀害，随
后逃离现场。被害女子出生于1992年，是江
西省某银行的员工。据知情人士透露，钟国
强为一名高校老师，有离异史。

社区“时间银行”受欢迎
本报南昌讯 （见习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

陈刚）9月13日，南昌市洪都小学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时间银行”活动，青云谱区京山
街道水榭花都社区的志愿者们来到学校替
孩子们圆“微心愿”。

据了解，这个“时间银行”专门为有闲暇
时间、奉献意识和服务精神的居民开放，下
设各种“理财项目”，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
特点，专门制定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理
财项目，会有不同的“收益”来兑换成其他服
务。目前，该社区的“时间银行”开设的账户
已有100余户。

社区居民魏奶奶说：“我享受了刘法宝
师傅的‘理财服务’，刘师傅文化水平高，爱
聊天、喜社交，他负责‘宣传类’理财项目，专
门为左邻右舍宣传各种惠民政策。我就是
听到他对新生婴儿医保相关政策的宣传，及
时为我 3 个月大的孙子办理了医保，方便了
宝宝今后就诊。”

本报讯（记者刘斐）9月13日，记
者获悉，9月25日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18个所属单位将迁至位于红
谷滩新区丰和北大道 369号的南昌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办
公，原办公场所将不再对外办公。人
社部门将利用中秋节假期搬迁，市民
无需前往原办事大厅扎堆办理业务。

新址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往市民办理人社业务，主要前
往子固路社保大厅、章江路人才市场、
抚生路就业大厦、子固路医保大厅等4
个经办大厅。”南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搬迁后在南昌市人社公共服务
中心可享受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据悉，南昌市人社公共服务中
心大厅 1 至 2 层共 70 个经办窗口，并

且配备等候区域座席。大厅配备自
助取号机、社保卡自助发放机等设
备。人事人才和公共就业服务方面
还设立了窗口受理、远程面试、公共
就业、人才洽谈等区域。

据了解，南昌市人社公共服务中
心将进驻南昌市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
心、南昌市人事考试中心、南昌市劳动
就业服务管理处、南昌市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南昌市人才培训中心（南昌市
军队转业干部培训中心）、南昌市自主
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南
昌市专家服务中心、南昌市劳动监察
局、南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南昌
市技术工人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南昌
市工人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南昌市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南昌市职业技能实
训考核鉴定中心（南昌市创业指导中
心）、南昌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处、南
昌市职工失业保险管理处、南昌市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处、南昌市职业
培训中心、南昌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等18个南昌市人社局所属单位。

2个银行网点可办理社保卡

针对市民对人社局所属单位搬
迁，会不会影响窗口办业务的问询，南
昌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解释，搬迁将
安排在中秋节假期进行，因此不会影
响窗口办理业务。

近日，有南昌市民称社保卡有使
用期限，上述负责人特别提醒，目前
广大参保人手上的社保卡无使用年
限，能正常使用的社保卡不需要进行
更换，可继续使用，因异地就医、转
诊、社保卡遗失或损坏的情况除外。

此外，为方便市民就近办理社保
卡业务，目前南昌市人社局已开通工
商银行南昌步行街支行（东湖区建德
观街 408 号）和交通银行驻江西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营业点
（中山西路58号）2个银行网点合作办
理制发卡业务，市民可就近选择相应
银行网点办理。

同样是吃生态饭，赚生态钱，靖
安县璪都镇港背村现在和过去的吃
法不一样了！这得益于“外来和
尚”——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稽核
处处长付建华担任港背村“第一书
记”，念好了“港背村的经”，使村里
走上了不同以往“竭泽而渔”的路
子，用3年时间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
帽子。

“小康村”变身贫困村

地处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的港背村曾因砍伐树木外
销，成为远近闻名的“摩托村”“小康
村”。1994年，靖安县创建九岭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禁止采伐后没了

“生态福利”，港背村经济一落千丈；
2015 年人均年收入才 2000 余元，成
为省级贫困村。

“村内有国家一级植物18种，这
片 40 亩的山林超过百年的树有 200
多棵，其中最老的有1200多年。”9月
6日，港背村理事长包训龙指着一棵
又一棵挂牌保护的大树回忆说，这
片林子如果不是村民信奉的风水
林，估计也要被砍伐。

伐木曾是港背村村民致富的主
要途径。港背村位于靖安县西北
部，山林面积 4.9 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 93.5%。20 世纪 80 年代，港背村

“吃生态饭”，邀请外地人进村伐木
贩运，然后按比例分成。

“家家户户有上千亩山林，一本
万利，村民真的是坐在家中数钱。”
包训龙忍不住摇摇头：“但村民们没
有利用这个钱发展产业，而是买摩
托车、电视机等消费品，提前过上了
小康生活。”

然而，随着九岭山自然保护区
的成立，该村木竹采伐受到严格限
制，加上传统农业发展滞后，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村民思想观念陈旧，
大多还是靠天吃饭，收入增长缓
慢。2010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建立

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措
施更加严格，港背村逐渐成为贫
困村。

“第一书记”带来改变

2015 年，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定点帮扶港背村，付建华主动报名
担任“第一书记”。

“来港背村帮扶整整3年了！”付
建华屈指数来，2015 年 9 月，他背起
行囊，告别刚读小学的女儿，一头扎
进莽莽大山中。付建华说：“驻村时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户33人。”

“当时，村民都等着看我们两个
‘外来和尚’的好戏。”付建华说。付
建华把自己看成是港背村外来的和
尚，另外一个，是紧随其后的童军
涛，他是大学生村官，担任港背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拦路虎”，付建华与童军
涛为改变村里道路交通不便、村民
生产生活条件简陋的现状，争取到
公路建设项目资金300多万元，将进

村 8 公里主干道由 4.5 米拓宽至 6
米，并硬化了组级公路和入户道路
20余公里，实现了水泥道路村村通、
户户通。

与此同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救助保险、商业补充保险、民政
救助和村里兜底“五道保障”，确保
贫困户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90%以
上。有了“五道保障”，187户无一农
户看病超过2000元。

而贫困户林纲盛享受的是“饭
来张口”，他不出一分钱，就能在村
里的“幸福居”（安置房）吃上可口的
饭菜，这是港背村通过村集体收入，
解决孤寡老人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港背村共争取到各类项目资
金 1400 多万元，硬件好了，产业强
了，村集体有钱了。”童军涛说，“这
些都得感谢‘第一书记’付建华。”

尝到甜头呵护生态

2011 年，港背村被评为省级生
态村，2015 年却成了省级贫困村。
付建华咬定“好的生态并不意味着

贫困。”改变落后的面貌还是将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省林业科学院、省农业科学院
专家来到港背村，看着周围的环境，
肯定地说这里可以养殖棘胸蛙。”付
建华说，充分发挥港背村森林覆盖
率高、面积广、生态环境好的优势，
积极探索特色生态种养项目，利用
产业扶贫资金，成立生态种养合作
社，做强村里特色产业，是一条适合
港背村的致富路。

在付建华的带领下，港背村将
产业扶贫资金以入股形式加入蓝莓
种植基地、建材公司、博同特种合金
公司等当地企业或合作社，在保证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获得利润分红，
并将所得分红直接发放给贫困户。
如今，棘胸蛙养殖、蜜蜂养殖、油茶
种植等产业硕果累累。

吃生态饭，就不能有破坏生态
“砸饭碗”的事情发生，尝到甜头的
村民组织了义务生态巡查队，巡查
有损生态的各种不法行为、保护生
态 环 境 成 了 港 背 村 村 民 的 自 觉
行动。

南昌市人社局18个所属单位25日迁新址办公

办理社保等事宜可享“一站式”服务
新址位于红谷滩新区丰和北大道 业务办理不受搬迁影响

曾靠伐木致富，因禁伐返贫，如今吃上“正宗”生态饭再次脱贫——

一个省级贫困村的嬗变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南昌车管所推出“即约即考”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根据国家规定，
从 7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
通行。记者从省高速交警获悉，仍有一些车
辆运输车企图逃避监管违法牟利。

“一些车主可能在高速公路看见过上下
两层违规装载商品车的半挂车，有的甚至长
达 30 多米。”省高速交警直属六支队四大队
陈冲告诉记者，根据交通部等五部委联合发
出的《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2018 年 7
月前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车要淘汰，但仍有
个别汽车整车物流企业在利益驱使下抱有
侥幸心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监管。

目前运输车辆主要存在三种违法形
式：一是采用可伸缩式车身，空车时和正规
车辆没有差别，在装载时把车架拉长，从而
达到多装载的目的；二是合规车辆上完牌照
后，又再度改装加长，违规多装载车辆；三是
把不配套的车头和车身混搭在一起后，整体
车长明显超过长度限值。

省高速交警直属七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期在大广高速公路安福路段陆续查获
多辆违规车辆运输车，大多来自景德镇千业
物流、吉林佳业物流等运输企业。“交警对私
自改装、尺寸超限的运输车采取‘零容忍’态
度，对被查获的违法车辆运输车将强制卸运
驳载，并将违法行为抄告安监、运管，对整改
不到位的，强制违规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彻
底消除不法企业存在‘一罚了之’的幻想。”

我省查处不合规车辆运输车

本报萍乡讯 （记者童梦宁）
素有“云中草原、户外天堂”美誉
的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又添
新景点。9 月 15 日起，该景区高
空栈道正式对游客开放。

栈道总长 2888 米、宽 2 米，
其中玻璃栈道长达 300 米，建在
吊马桩至观音宕之间海拔逾
1600 米的悬崖陗壁上，犹如飘
带 绕 在 千 仞 绝 壁 之 间 ，雄 伟

瑰丽。
据了解，萍乡武功山悬崖高

空栈道建设时长 2 年，耗资 3500
余万元。景区内的吊马桩、福星
谷、紫极宫、铁蹄峰等核心景点
串联在栈道沿线，游客行走在栈
道上，可轻松愉快地移步换景，
在不同季节尽情观赏云海、雾
凇、雪松等不同自然景观，还可
尽揽林海、草甸、峡谷、怪石等大

气磅礴的美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玻

璃栈道建造材质特殊，武功山景
区禁止任何人用硬物砸、刻、割
栈道玻璃，游客需套上鞋套行
走；高空栈道全程禁止游客攀
爬、跳跃、追逐打闹及长时间逗
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
等疾病的游客及孕妇应慎入，儿
童和老人则需监护人陪同。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两个月前，
记者调查发现，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有16座公
厕建成而未投入使用。当时，红谷滩新区城
环局相关人员称，因为水电未通，所以未投入
使用，预计一个月内部分公厕会启用。现在
两个月过去了，这16座公厕有多少投入使用
了呢？

9 月 13 日，记者来到红谷滩学府大道的
一座公厕，发现这座之前没有启用的公厕已
经通了水电并投入使用，一名工作人员正在
打扫卫生。附近的一名交警协管员告诉记
者，这座公厕已经开放了一段时间。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环局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16 座公厕中有 8 座已向管护单位移
交并对外开放使用，剩余的因用电接入、污
水接驳等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取得周边项目
单位支持，找到最佳接入点。“正在逐个解决
问题，我们将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进度，早日
将其余公厕投入使用。”

《16座公厕不能用 想方便真不方便》追踪

问题公厕半数已启用

武功山高空栈道明起开放武功山高空栈道明起开放
武功山的玻璃栈道。通讯员 易告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