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 26日，向莆铁路开
通运营5周年。5年里，向莆铁路共
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1万列，安全
发送旅客5695万人次。

作为我国第一条连接海峡西
岸和中部内陆腹地的快速铁路，向
莆铁路翻山越岭，连接山海，如一
条金色丝线，织就着闽赣两省人民
的梦想之路。

日行千里，天涯变咫尺
福州妹子邓双从南昌大学毕

业后，嫁在本地，工作日在南昌，周
末坐火车回福州看望父母；江西人
刘安的公司总部设在南昌，分公司
开在福州，“有时上午在南昌开会，
下午坐动车赶去福州见客户，路上
正好可以准备资料”。

在赣闽两省间，这样的“双城
记”还有很多版本，高速、安全、舒
适的动车组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 年来，向
莆铁路客流与日俱增，年均增长
17.8%。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
路部门不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日
均开行动车由最初的 17.5对，增长
至如今的33对。

一张快速通达的铁路网由向
莆铁路牵出，缩短了时空距离，不
断扩张着人们的生活半径。旅客
搭乘向莆铁路，可方便快捷地抵达
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郑州、乌鲁
木齐等主要城市。

快旅慢游，赏别样风情
一头是红色土地，一头是蓝色

海洋，列车穿山奔大海——向莆铁
路将南昌滕王阁、抚州麻姑山、泰宁
大金湖、将乐玉华洞、福州鼓山等风
景名胜串成一线，沿线不少“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小众景点，被飞驰的动
车掀开神秘的面纱，成为热门线路。

向莆铁路开通后，跨省“动车
游”成为风尚。

沿线地市“抱团”寻找商机，南
昌、九江、抚州三地“打包”共赴厦
门、莆田和三明市进行旅游宣传推
介，把赣鄱风情吹进福建。福建省
将乐县旅游局玉华洞管委会的张
雪华介绍：“动车开通后，我们探
索出各地之间互相推荐的‘县县联
保’旅行模式，将客流引到抚州、
建宁、泰宁等地，两天游玩三到四
个县城，旅游性价比大幅提升。”

游名山大川，探山野小趣。向
莆铁路连接赣闽，更将赣闽美景推
向全国，沿线地市推出蜜橘游、海
洋游、世遗游、美食游、民俗游、生
态游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旅游产品，
每年吸引千万旅客前来。

产业升级，满满获得感
南丰是闻名遐迩的“中国蜜橘

之都”，每年乘坐“万人采橘”向莆
旅游专列的旅客会从祖国各地前
来，尽享橘园采摘乐趣。

2017 年 12 月 20 日，江西首趟
中欧蜜橘冷链班列挂运 8 个 40 英
尺保温集装箱，从抚州北站货场驶
出，通过向莆铁路开往莫斯科，为
我省再添一条对接“一带一路”的
国际货运大通道。

“南丰蜜橘原来是第一产业，
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卖橘子。如今，
在向莆铁路的拉动下，南丰蜜橘产
业已逐渐向旅游业、服务业转变，
甚至走出国门，销往世界。”南丰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颜国清自豪地告
诉记者，南丰依托向莆铁路，已成
为上联昌抚、下接海西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让南丰橘农真切感受到

“橘园游”带来的经济效益。
客畅其行，货畅其流。向莆铁

路，作为连接中国中部地区与东南
沿海，串联长江经济带、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的钢铁大动
脉，让赣闽两省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商缘相连。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0月
10 日，南昌地铁 2 号线后通段青山
路口站完成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
浇筑，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标志着 2
号线后通段所有车站主体结构全
部封顶。随着建设攻坚加速开展，2
号线作为第二条过江主骨干线，正
按节点目标全面加快施工进度。

青山路口站为地下三层岛式
车站，是南昌地铁 2、3 号线的换乘
站。该车站共分为五期进行施工，
本次实施的三期换乘区部分为一
个“人”字形的异型超大、超深基

坑，最大开挖深度达 26.8 米。基坑
一次性土方开挖量高达10.3万m3，
建筑面积 5200㎡，且该站地处于老
城区繁华地带，基坑周边紧邻房屋
和八一大道交通主干道，施工难度
大、风险控制要求极高。

土方施工高峰期，一次性投入
挖机15台，镐头机4台，渣土垂直抓
斗机 3 台，环保渣土运输车 30 余
量。在结构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
一次性投入钢管支架约1000吨，模
板 1.5万平方米，施工高峰期约 200
人同时进行作业。这也为南昌地

铁工程建设在超大、超深异型基坑
施工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据悉，地铁 2 号线后通段工程
全长 11.88 公里，途经红谷滩新区、
东湖区、西湖区、青山湖区等 4 个
区，设 11 个车站和 22 个单线区
间。目前 11 座车站均已封顶，18
个单线区间已贯通，4 个单线区间
（青山路至福州路区间下行、永叔
路站至丁公路南站下行线，南昌火
车站至顺外路区间上下行线）正在
盾构施工，区间隧道工程已完成
94%。

10月8日，赣江南昌段因水位下降，河床大面积裸露在外，江心沙洲星罗棋布。据江西水位信息网
监测，当日17时，赣江南昌站水位为12.93米。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开行动车组超10万列
客流年均增长17.8%

向莆铁路满5周岁了
本报记者 游 静

最后一个未封顶车站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南昌地铁2号线啃下硬骨头

赣江“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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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规范机动车驾驶人体检
本报讯 （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南

昌市卫计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南昌市机
动车驾驶人体检管理工作的通知》，公布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市第三医院、南昌县
人民医院、新建区人民医院、进贤县人民医
院、安义县人民医院等 30 家具有机动车驾驶
人体检资格的机构名单。

根据通知，其他在南昌地区内符合相关
资格的医疗机构，须向该市卫生计生委和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交备案表，经批准后方可
开展体检服务。

记者注意到，该通知明确体检机构不得
擅自更改或删减体检项目，所有体检结果必
须有医生签名并加盖公章。有关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如对体检工作不负责任，或出具虚
假报告等，将依法依规查处，直至暂停体检业
务或取消体检资质。

南昌新增加密多条航线
本报讯（记者赵影）本月底，民航正式迎

来冬春新航季。10月 10日，记者从东航江西
分公司获悉，10月28日起，将新增南昌往返烟
台、哈尔滨、徐州、大连、兰州、汕头、无锡等地
航线。

届时，南昌往返烟台、哈尔滨、徐州、大
连、兰州、无锡航线每日一班，南昌-汕头航线
每周一、四、五、日各执飞一班。同时，南昌-
西安将增至每日 4班，南昌-昆明将增至每日
5班。

爱心团队捐资建小学
本报抚州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王倩）日

前，抚州市东乡区王桥镇中学旁的一块空地
上，一大早便围满了从四里八乡赶来的乡亲
和 700 多名学生。当日，东莞展能 LP59 爱心
团队为该镇捐资500万元援建中心小学。

据了解，现在的王桥中心小学始建于 60
年前，仅一栋破旧的教学楼，为 D 级危房，急
需拆除重建。今年，东莞展能 LP59 爱心团队
在网上得知该小学的情况，前后3次来到现场
考察，决定捐资助其重建。

据悉，新校区占地面积为 16000 多平方
米，计划建成集 2栋教学楼、1栋综合楼、教职
工宿舍、学生宿舍、食堂等为一体的功能齐全
的现代化学校，可容纳1000名学生就读。

新余对公路进行大维修
本报讯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

义民）10月8日，记者了解到，庆和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中标新余市公路局2018年37.163公
里养护大中修及预防性养护工程，这意味着
新余普通干线公路迎来大规模维修。

据了解，本次维修主要是修复现状车行
道凹陷、坑洞、壅包、裂缝等路面病害，恢复提
高路面技术状况。中修工程主要包括 G220
东深线、S222 棋河线，大修工程为 S528 南罗
线，路面预防性养护工程包括 G533 樟分线、
S311 建排线、S528 南罗线，总投资约 5604.58
万元，全部工程预计年底完成。

野猪没打着 人却进班房
本报讯（通讯员李汪昊）近日，贵溪市森

林公安局文坊派出所接群众举报，在西窑
村长山组抓获一名狩猎野猪的犯罪嫌疑人
黄某某。

经查，黄某某趁近期野猪频繁下山之机，
有了猎捕野猪的想法，遂于当晚携带土铳进
山寻找野猪。警方表示，虽然嫌疑人黄某某
未获得任何猎物，但其仍涉嫌非法狩猎。

为引导贫困户树立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理
念，近日，宜丰县黄岗镇在全镇开展“爱心超
市、积分激励”活动，鼓励干部群众积极为爱
心超市捐款。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月积分在80
分以上的，可兑换相应价值商品。图为扶贫
干部捐款“爱心超市”。 通讯员 罗哈林摄

“爱心超市”助脱贫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10
月 10 日，记者从南昌市公安交通管
理局获悉，自即日起开展打击机动
车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悬挂粤港（澳）号段车牌的车辆
也将成为严查重点。

9个月查扣567辆假
套牌车

南昌交警纠处假套牌车的整治
行动一直在长期进行。在交警监管
缉查系统中，假套牌嫌疑车辆“黑名
单”也有数百辆之多。

据南昌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
民警李龙吉介绍，自2017年至今，南
昌交警纠处机动车假套牌 1300 余
起；今年前 9个月，共查处假套牌机
动车567辆。

“这些被依法暂扣的假套牌车
有相当部分是宝马、奥迪、路虎等
价值百万元以上的豪车。”据介
绍，今年暂扣的 576 辆假套牌车中

就至少有 178 辆豪车。另外，与原
车保持同样车型、同样颜色的“克
隆车”并不算多；大多数都是与原
车不同颜色甚至不同车型的普通
套牌车。

如果套牌车是与被套牌车同样
车型、同样颜色的“克隆车”，如何才
能发现呢？

“这就要通过我们的缉查系统
的异常数据比对来判断了。”李龙吉
介绍，如果同一个车牌在同一时间
段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有
套牌嫌疑。

据了解，南昌市套牌车的路面
查处率在 90%以上。目前交警在各
个重要路口都安装了电子报警仪器
和监控探头——只要套牌车经过卡
口，车辆的牌照信息就会自动传入

“移动号牌识别仪”数据库；一旦有
假牌、套牌嫌疑车辆被监控捕捉，指
挥中心则立即会将缉查指令发送给
附近巡逻民警查处。

赣粤联手打击假黑牌
为方便商务车辆来往与内地

及港澳地区，广东交警核发了粤港
（澳）号段车牌。因为这种车牌颜
色都是黑底白字，因此俗称“黑牌
车”。

交警利用大数据分析发现，南
昌使用粤港（澳）号段车牌的部分车
辆具有重大假套牌嫌疑。此前，由
于此类车牌由广东交警专门负责发
放，广东以外的交管部门很难核查
悬挂此类车牌机动车的真实性。因
此一旦遇到所谓手续齐全的“黑牌
车”，南昌交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甄
别真伪。

“我们已与广东警方进行了深度
合作，联手打击此类问题‘黑牌车’。”
李龙吉介绍，现在南昌交警只要把
掌握的假套牌嫌疑车辆的信息资料
传递给广东交警相关部门，就可以
即时了解其车牌真伪。

车主弃车也难逃处罚
记者了解到，南昌交警今年查

扣的 576 辆涉嫌假套牌机动车，目
前仍有相当数量一直“滞留”在停车
场，无人认领。

根据我国相关交通法规，使用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
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用其他机
动车号牌、行驶证的，除当场暂扣车
辆外，交警可对其一次性记满 12
分，同时可罚款 2000 元至 5000 元，
并最高可处行政拘留 15 日。因此，
个别有使用假套牌车的车主在车辆
被交警暂扣后，慑于其违法造成的
严重后果，往往选择弃车走人。

“‘弃车’这招现在很难奏效
了。”李龙吉介绍，交警使用大数据
分析，可以通过卡口电警系统捕捉
并抓拍驾驶假套牌车辆的当事司机
清晰图像，并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迅
速查明违法当事人身份信息。因此

就算其选择弃车，交警仍可以通过
锁定其驾驶证等手段，督促违法当
事人尽快接受处罚。

“信息共享”打击假套牌
南昌交警在加大情报研判布控

力度的同时，还将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资源，通过与本地二手车交
易市场、停车场等地的信息共享，及
时查处假牌套牌车辆。

南昌市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对本地近两年二手车交易
和转移登记信息，对未按规定办理
转移登记、逾期未报废的车辆信息，
一律录入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以
便及时发现、拦截嫌疑车辆，对其依
法处罚处理。

此外，南昌交警还将针对假牌、
套牌、假证大部分通过快递邮寄的
特点，协调邮政等相关管理部门履
行收寄验视责任，以斩断假牌假证
递送渠道。

近日，记者在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发现，人们印象中的简易施工铁
皮围挡在这里已越来越少，取而代
之的是一道道整齐的灰瓦白墙。该
区在全市率先制定的施工围挡标准
化手册，让围挡操作更规范。

10 月 9 日，在南昌西站大街一
处正在建设的工地，高耸的楼房下
沿路矗立着灰瓦白墙，长达近百米，
与隔离带中的鲜花相得益彰。

“新区工地多、空地也多，以前
要么没有围挡，要么是简易围挡，但
质量差，且设计标准不统一，不仅难
看，更难用。”红谷滩新区城管执法
局负责人胡剑峰解释，旧的围挡损
坏后，让一些空地成为治安隐患，周
边居民和单位还会到空地上种菜和

倾倒垃圾，破坏城市环境。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新区城管

执法局确定以“极简大方、合理成
本、管理方便”的原则，制定《红谷滩
新区施工围挡标准化效果图册》，对
新区在建工地围墙设置正式提出标
准，并且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要求所
有在建工地对现有施工围墙提质升
级。

根据新的标准，工地和空地周
边的围墙总高度为2.8米，其中白墙
2.5米，灰瓦 0.3米。截至目前，红谷
滩新区在建工地和非建设项目空地
已建成标准化围墙共 10.2 万米，面
积达28.56万平方米。

标准将围挡分为三类，分别是
一个月以内的市政抢修、店面装修
等临时使用的水马围挡，一个月以
上路网建设等中期建设使用的PVC

板加砌体的围挡，以及建设周期较
长的工程、闲置空地的砖混结构的
围墙。“所有围挡建设都要经过审
批，凡是超期、超面积的都要进行整
改，以解决围挡与民争路的矛盾。”
胡剑峰说。

与传统铁皮围挡相比，新的围
墙在综合使用成本上也体现出了
优势。据统计，前者建设成本为每
平方米 150至 200元，后者建设成本
为每平方米 250 至 300 元。“铁皮围
挡超过半年就会出现损坏，需要人
工维护，管理成本比较高。而围墙
建好后可以使用多年，不仅更加美
观，综合成本也更加合理。”胡剑锋
说。

据悉，红谷滩新区特色的围墙，
以及施工围挡标准化规定，正在全
市范围内推广。

南昌开展“打假”专项行动 联手广东警方严查问题“黑牌车”

假牌套牌车 这回看你往哪跑
对相关违法人员可一次性记满12分 最高处行政拘留15日

出台施工围挡标准 超期、超面积的都要整改

破旧围挡变灰瓦白墙 红谷滩更美了
本报记者 陈 璋

10月9日，墙绘工作人员正在红谷滩新区龙兴大街围
墙上画公益广告。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秦茜茜）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站东街道的社区矫正
对象王保刚（化名）在吃了多次求职闭门羹
后，通过该街道的努力推荐，终于在新的岗位
上稳定了下来。

在站东街道，和任亚林一样的无学历、无
技能的社区矫正对象有10余人。今年5月街
道成立司法所以来，积极打造既有“硬度”，也
有“温度”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该司法所组
成社矫信息员20余人，将矫正人员分别纳入6
个相关社区网格管理，建立完善基础性台账，
全面掌握重点人员的流动去向和就业、生活。

帮扶社区矫正对象再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