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华侨城文化旅游节，南昌华
侨城正吹响欢乐的号角。

由华侨城集团主办的“欢乐在一
起——2018 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正在
进行。本次活动是全球首个由企业举
办的历时最长、活动最多、覆盖面最
广、类型最丰富的旅游节庆活动。200
余项形式多样的活动正在南昌、武汉
等近五十座城市里刮起欢乐旋风。

这里 有“欢乐象湖”的美好景致

2018 年，南昌华侨城正以“欢乐”
的方式践行着华侨城“优质生活创想
家”的理念。南昌华侨城先后举办主
题为“爱自然，在一起”、“爱自然，更欢
乐”美好生活节等公益活动，为孩子、
为家庭、为社会带去欢乐。

2018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期间，南昌
华侨城的活动之一就是向社会发布“欢
乐象湖”品牌。“欢乐象湖”是华侨城品

牌“欢乐+地域特色”的欢乐系延续。作
为华侨城落地江西的首个大型文旅项
目，它融合了南昌当地文化，汇聚了多
元文旅业态，代表着国际、悦活、欢乐、
缤纷。“欢乐象湖”的出现，激活了城市
再进阶的引力与爆发力，也是自然与城
市、文化与艺术，完全融入、由心而悦的
城市多元体验。因“欢乐象湖”的出现，
有了全新的象湖，便有了南昌城又一个
新的美好景致。

这里 有创想门开启的幸福生活

“创想”是华侨城独具特色的品牌
文化。2018 华侨城文化旅游节，南昌
华侨城秉着“优质生活的创想家”的理
念，为南昌市民打造了一扇独有的创
想门。创想门位于欢乐象湖生态艺术
公园，它以墙绘形式将“南昌人的百种
欢乐”表达在创想门上，在“百种欢乐”
里，我们可以看南昌的八一广场、滕王

阁等名胜古迹，也能看到棋牌、舞蹈等
生活场景，创想门展现了大家儿时的
欢乐、青春的激情、中年的不惑、晚年
的幸福，为南昌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幸
福生活的大门。1100平方米的超大墙
绘，创想门不仅创下江西墙绘之最，也
成为当地人休闲、娱乐生活的新地标。

这里 有华侨城筑梦南昌的精彩历程

南昌华侨城成立于2017年1月，主
要负责江西境内大型文化旅游项目的
规划、投资、建设和运营。位于南昌市
西湖区的城市滨水生态文化旅游度假
区，是南昌华侨城进驻江西的首个大
型文旅项目。

2017 年中旬，由世界级的规划设
计团队——楷亚锐衡规划团队开始着
手度假区项目的总体规划。同年8月，
项目总体规划初稿出炉。按照“生态
优先，环保先行”的原则，规划“玛雅乐

园、生态公园、城市庆典、文化娱乐、滨
水休闲、人文社区”六大板块、二十余
个精品文旅项目，谋划华中城市群最
具吸引力的都市乐活生态文旅之心。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度假区的总体规划
基本完成。

在 2018 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期间，
南昌华侨城将这些年来在南昌成长
的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以展览的形
式呈现在欢乐象湖生态艺术公园的
筑梦馆内。在筑梦馆里，南昌华侨城
也向南昌展示出了欢乐象湖未来美
好生活的画卷：未来，这里将出现亚
洲一流的玛雅乐园；未来，这里将举
办环湖马拉松、荧光跑、水上狂欢节；
未来，这里将上演极具都市魅力的激
光水舞秀；未来，这里将为南昌奏响
活力乐章……

欢乐象湖、创想西湖、筑梦南昌，
南昌华侨城以一颗感恩的心，邀请您
与南昌华侨城“欢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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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饶讯（记者阮启祥）一人重度失能，
全家忙乱失衡。全国首批 15 个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城市之一的上饶市，立足本地实际，积
极探索，从2017年1月全面启动试点至今，从资
金筹集、基金管理，到失能等级鉴定、护理项目、
服务标准以及保险机构准入和质量评价等，一
系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建
立。到今年10月31日，全市有1710名重度失能
人员享受长期护理待遇，基金累计支付近 1000
万元，为重度失能者及其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按试点要求，上饶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
围，覆盖的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员，共有 40.5 万人。参保人员按每人每年 100
元标准，其中单位（财政）和医保统筹基金各负
担 30 元，个人交纳 40 元。参保人员因年老、失
智、疾病、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经过不少于6
个月的治疗，被鉴定机构确定为重度失能后，可
自愿选择居家自主护理、居家上门护理、机构护

理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每人每月分别享受保险
基金提供的 450 元、900 元、1080 元三种不同标
准的待遇，用于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
切相关的医疗护理。

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明显。上饶市铅山县
一名 70多岁的退休老人，因患帕金森综合征等
疾病导致重度失能，老人将退休金和保险基金
提供的 1080 元加在一起，住进了养老院，得到
专业人员的护理。而这名老人的儿子曾放弃工
作照料他，如今也可重新找到工作赚取收入。

据测算，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后，该市重度失
能人员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了 33%到
60%。同时，失能人员的生存、生活质量得到提
高，推动了护理产业以及养老产业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上饶市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的人员中，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90%，试点以来
该市新设立的护理服务机构增加了 12家，一些
全国知名的养老机构也纷纷前来抢滩，护理产业
的投资规模、床位数量、就业人数均大幅增长。

目前，上饶市正总结完善试点工作，着手在
2019年将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由城镇居民职
工参保人员扩至全市城乡居民，以建立制度更
加公平、保障更加广泛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11 月 21 日，和父母离散 27 年
的冬冬迎来 28 岁生日。27 年
前，不满一岁的冬冬被人拐
走。此后，家人开始了长达
27 年的寻找。如今，南昌警
方宣布亲子鉴定结果，并安排
一家人团聚。冬冬的父母终
于圆梦，喜极而泣，紧紧抱住
儿子。

1991 年 9 月底，冬冬的外
婆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通榆
镇镇，遇到一个 20 岁左右的陌
生女子在路边哭泣，并说她的
父母双亡，亲戚逼她嫁人，所以
跑出来，既没有钱吃饭，也不愿
回家。出于好心，外婆将这名
女子收留于家中。

住了一个多月后，该女子
认识了冬冬的舅舅，并表示愿
嫁给他。冬冬的外婆满心欢喜
地答应。很快选定了婚期。

然而，喜事还没办，灾难便
降落在这个家庭。

为准备婚事，外婆让冬冬
的妈妈刘某芳带该女子和冬冬
到县城采购结婚物品。

采 购 时 ，刘 某 芳 因 要 上
厕所，将冬冬交由该女子看

管。刘某芳从卫生间出来，
却 发 现 该 女 子 与 冬 冬 失 踪
了。当地公安在县城里四处
查找，都没找到孩子。之后，
外婆家人按女子留下的身份
证地址去找，却发现身份信
息是假的。

孩子的丢失给这个家庭带
来了无尽的痛苦。一年后，冬
冬的父母离婚。但在 27 年里，
家人从没放弃过寻找。

最近两年，冬冬的父亲孙
某建看了很多寻亲新闻，南昌
市公安局一名民警让他印象深
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孙某
建于2017年2月向南昌市公安
局求助。

南昌市刑侦支队立刻开
展查找工作。经过近一年走
访调查，最终将目标锁定在福
建省境内。2018 年 10 月，民
警前往福建，展开寻访当事
人、采集当事人血样等工作。
11 月 ，经 线 索 核 实 、走 访 调
查、DNA 比对确认，福建籍男
子陈某忠就是 1991 年 11 月在
江苏省滨海县被拐儿童冬冬，
并组织认亲。在认亲现场，一
家人喜极而泣。

本报讯 （记者朱雪军 通讯员程
祈才）为推动工程建设领域生态文明
建设，11 月 21 日，南昌市召开装配式
建筑观摩会，记者走进我省第一个采
用现代装配建筑技术施工的安置房
样板工程——南昌市殷王村综合性
安置房项目，感受“搭积木”建房的环
保、便捷。

“搭积木盖房子”的装配式建筑施
工不必在现场进行大规模现浇操作，
而是把在工厂生产好的构件运到工地
组装，全新的建造方式只需传统建造
方式 1/3 的建设周期，且能减少扬尘
污染、建筑垃圾、噪音，保护了城市生
态环境。省政府《关于推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2020年全省
采用装配式施工的建筑占同期新建建
筑的比例达到 30%，并确定南昌、抚

州、上饶、九江、吉安、赣州为全省装配
式建筑发展试点城市。

殷王村综合性安置房项目是南昌
市重点民生工程，位于昌东大道以东、
解放西路以南，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
元，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今年5月
开工，预计 2020 年完工，将为 2642 户
安置群众提供优良的生活空间。

记者参观了该项目房屋装配样板
区、PC构件展板、现浇样板、铝模样板
区、PC 构件区和装配集成区等，这里
没有飞扬的尘土、机器的喧嚣，墙体、
楼梯、地板、房顶、阳台、梁柱等都提前
在工厂内制造完成，造房子就像“搭积
木”一样高效精准。

南昌市政开发集团殷王村综合性
安置房项目建设总负责人王晓说：“该
项目最大的亮点是设计标准化、生产

工厂化、施工装配化、装修一体化、管
理信息化、应用智能化，很多工序在工
厂完成，是区别于传统泥瓦匠施工模
式的‘干法造房’，比传统建造方式节
水、节能、节时、节材、节地，大量减少
粉尘、噪音、水污染，每百平方米建设
面积可减少约 5吨建筑垃圾。”该项目
将打造成装配式建筑的示范项目、样
板工程，为江西装配式建筑发展提供
经验。

省住建厅有关专家认为，装配式
建筑技术从国际上看已经成熟。在我
国，建筑、工业、交通行业被称为“三大
能源消耗大户”，尤其是建筑耗能呈上
升趋势，国家将发展装配式建筑作为
传统建筑企业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
重要举措。因此，应大力推动装配式
建筑在江西的发展。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11
月 21 日，记者获悉，南昌人社部
门公布去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成绩单”，2017年，南昌市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90.66万
人，较上年底增加5.62万人，增长
3%。平均月养老金达 2425 元/人
（含执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制度
的退休人员及农垦企业退休人
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
月养老金2278元/人。

据介绍，2017年，全市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月缴费基数
为3698元。

在基金收支情况方面，2017
年，南昌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保险费收入1357173万元，
利息收入28698万元，财政补贴收
入 256815 万元，转移收入 24625

万元，其他收入1950万元，调剂金
收入51431万元；全年基本养老金
支出1366237万元，丧葬抚恤补助
支出 23336 万元，转移支出 16331
万元，调剂金支出73983万元。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
险费收入 191098 万元，利息收入
672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61192 万
元；全年基本养老金支出 225986
万元。南昌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银行存款总额1517333万元；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银行存款总额73356万元。

据介绍，2017年，南昌市共办理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21133人次，其
中养老保险关系转入8364人次，养
老保险关系转出7997人次，医疗保
险关系转入4772人次。纳入社区
管理的企业退休人数为50.04万人。

11月21日，在殷王村综合性安置房项目现
场，施工方把生产好的构件运至工地，像“搭积
木”一样拼接建房。 本报记者 朱雪军摄

为重度失能者撑起一片天

上饶长期护理保险利民惠民
南昌公布2017年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成绩单”

记者直击我省首个装配式安置房项目

瞧，就是这样“搭积木”建房的

被拐27年 终和家人团聚

本报上栗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何剑琴）“谢谢大家！
这么多爱心人士关心，帮我渡
过难关！”11 月 20 日，年近九
旬的上栗县东源乡宫江村村
民李桂英，接过志愿者和爱心
人士递来的买鞋钱，不禁热泪
盈眶。

去年秋天，李桂英唯一的
儿子因意外去世。李桂英说：

“我尽量把注意力转移到做棉
鞋上，就不会那么难受。”渐渐

地，她做了近百双棉鞋。
为帮助老人销售棉鞋，

爱 心 人 士 纷 纷 伸 出 援 手 。
11 月 18 日，宫江村妇女主任
何翠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
李 桂 英 制 鞋 的 照 片 。 一 时
间，卖鞋奶奶成为朋友圈里
的“红人”，大家主动联系宫
江村负责人购买棉鞋。两天
时间，李桂英制作的棉鞋被
抢购一空。如今，还有很多
人预订棉鞋。

爱心相助卖鞋老人渡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