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看职工的小轿车又多了起来，泰
明光伏总经理助理辛毅不得不再思考如
何增加车位。2010 年，泰明光伏在奉新
县宋埠镇、赤田镇境内的跃进湖成功建
设了江西省第一个“渔光互补”项目，这
已经是第三次因职工轿车多了而增加
车位。

“小轿车多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职
工收入高了。”为解决职工们的“幸福的
烦恼”，辛毅把公司正大门一块空地利用
起来，增加了 20个车位，“公司再无空地
可利用了，下次看来要建立体车库。”

跃进湖的“渔光互补”项目，让这个
曾经是“穷山恶水”的区域流金淌银，该
项目年发电量 9000万千瓦时，相比火力
发电，每年可节约标煤2.97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等大气污染物近 10 万吨，增收 1
亿元。

贫困户分红 职工享福
目前，跃进湖“渔光互补”项目实现

了奉新县贫困户全覆盖，他们每人年底
能从中分红1000元。

榨下村原坪组村民帅春根，年过五
旬，因病致贫。他除了每年分红，每天还
早早来到泰明光伏的跃进湖“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产业基地，帮忙打扫卫生，有了
稳定的工资收入。

赤田镇党委书记李梁峰称，享受政
策红利的赤田镇贫困户脱贫步伐加快
了。跃进湖“渔光互补”不仅帮助村民脱
贫，还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

黄妹原来在杭州一家企业上班，因
照顾父母回到奉新，在泰明光伏务工。
她说：“家门口就业每月收入稳定在5000
元以上。”黄妹认为幸福生活来自对跃进
湖生态的保护，奔向小康还得依靠绿水
青山。

4月初，记者站在跃进湖边远望，太
阳能光伏板场面蔚为壮观，与绿色健身
赛道、万亩生态油茶林构成一幅和谐的
生态美景图。

跃进湖曾经不是这个模样：上个世
纪末，部分养殖业主片面追求利益，在跃

进湖进行投肥养殖和过度捕捞，造成生
态系统急剧恶化。为此，奉新县 2005年
彻底取缔了网箱网栏养殖，多管齐下对
跃进湖进行治理，颜值和气质得到了
提升。

湖上发电湖内养鱼 富了村民
谈起之前阻拦跃进湖“渔光互补”的

行为，桃树村村民邓镜太脸红了起来。
原来，他以为在湖面上架设光伏板会影
响自己的水面养殖。村干部做了大量工
作，邓镜太才答应先试试。邓镜太在泰
明光伏工作人员指导下养殖，“渔光互
补”模式在鱼塘上架设太阳能电池板，减
少了光照，适宜不喜光的特色鱼类养殖，
光伏发电又可以直接用于养殖用电，降
低了养殖成本。

邓镜太的态度从此有了 180度大转
弯，在跃进湖“渔光互补”项目进行二期

扩建时，他现身说法，湖面租赁顺利
推进。

辛毅说，“渔光互补”形成上面发电、
下面养鱼“一种资源两个产业”的集约发
展模式，不需占用宝贵的农业、工业和住
宅用地，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经济
价值，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共赢。

宋埠镇党委书记易德明告诉记者，
环湖而建的自行车绿色健身赛道全长约
25公里，依山而建，绕水而行，景色秀美，
2017年被省体育总会设立为江西省全民
健身活动自行车公路赛基地。基地陆续
开展了“活力奉新——青春建功生态文
明稻花香”彩虹跑、“金色花海活力奉新”
油菜花锦绣游、2017 江西首届红色骑行
活动暨第四届环鄱阳湖国际骑游大会等
活动，成为运动健身、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而今，跃进湖晋升为省级生态文明

综合示范区，融第一二三产为一体。生
态油茶林通过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金
和林农个体参与，总面积 1万余亩，其中
休闲观光园 2000亩，演绎了跃进湖生态
文明综合示范区“好风光”。

相关图文及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

湖上发电 湖内养鱼
——奉新跃进湖“渔光互补”实现经济生态共赢

本报记者 余红举

一望无垠的“渔光互补”光伏板融入山水之中。 （奉新县委宣传部供图）

9民 生■ 责任编辑 罗云羽 张 晨 美术编辑 刘济海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JIANGXI DAILY

本报南昌讯（记者曹小武 通
讯员徐反根）“洪都生活区 1 区 70
栋积水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
活，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接到
南昌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平台转
交的群众反映后，南昌市青云谱区
政府、街道、社区三级联动，两个小
时内将积水问题快速解决。4月29
日，记者在洪科社区采访，居民黄
兰英对此很满意。

今年 1 月 1 日，洪都集团物业
开始整体移交给当地，目前洪科社
区管理仍处于交接过渡期。其间，
70 栋居民楼前的化粪池曾出现堵
塞情况，洪科社区接到群众反映后
两次派人前往疏通。最近由于连
日降雨，老旧化粪池再次堵塞，粪
水外溢，严重影响附近数十户居民
出行。有居民打电话向南昌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平台反映，希
望还百姓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和
出行环境。

4月 17日，青云谱区热线办接
到南昌市转来的群众来电反映后，
区城管局、街办、市政所、昌南物
业、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两辆专业
疏通车立即到达现场，两个小时不
到，曾经粪水遍地的路面被彻底清

理干净。
“经电话回访，市民对结果表

示非常满意，对部门及时处理的效
率表示认同及赞扬。”4月 25日，南
昌市12345热线平台为此专门发出
通报，对青云谱区及时解决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诉求予以全市表扬。

据了解，青云谱区今年将投入
20亿元，计划 5月中旬启动旧城改
造，其中洪科社区已被列为此次改
造试点社区之一，该辖区内下水管
网堵塞问题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本 报 南 昌 讯 （记 者陈
璋）4月 29日，记者了解到，为
保障“五一”小长假地铁运
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同步
延长地铁 1、2 号线运营时间，
并免费为市民提供雨伞借用
服务。

在运营时间上，为满足乘
客对首末班车的需求，南昌地
铁将在 4月 30日至 5月 4日延
长各线路运营时间，将地铁1、
2 号 线 运 营 时 间 同 步 为 6:
00-22:30。在安全保障上，增
加备用列车数量，密切关注线
网客流情况，一旦发生客流积
压情况，及时组织备车上线加
开。同时做好分流引导，提前
准备应急物资，如充足的票

卡、备用金、爱心医药箱等。
4 月 30 日起，南昌地铁还

将在全线车站增配“便民雨
伞”，市民无需押金，前往车站
客服中心凭身份证免费申领，
7天内归还即可。逾期将视为
放弃归还，而放弃归还的乘客
将被列入雨伞借用黑名单，不
得再次借用车站雨伞。

此外，小长假还有“1分钱
坐地铁”名额不限量活动。为
方便市民快捷出行，南昌地铁
联合江西银联及 21 家商业银
行决定在5月1日至7日期间，
开放“1 分钱乘车活动”的名
额，对每日使用“鹭鹭行”APP
享受优惠乘车的总名额不设
限量。

南昌地铁延长运营时间

本报讯 （记者游静、徐黎
明）4 月 28 日，记者从省气象
台获悉，5 月 1 日至 4 日，天气
有利出行和旅游。

“五一”假日期间，我国大
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
适宜，无持续性雾或霾，总体
适宜外出活动。我省为晴到
多云天气，气温适宜，气象条
件适宜外出活动。

4 月 28 日，南昌市气象
台发布天气预报，根据最新
资料分析，“五一”期间南昌
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有利

出 游 。 1 日 至 3 日 多 云 到
晴 ，早 晨 局 部 有 雾 ；4 日 多
云转阴有阵雨。具体预报
如下：

5 月 1 日多云转晴，早晨
局部有雾，偏北风 3～4 级，气
温17～25℃。

5 月 2 日晴天多云，早晨
局部有雾，偏北风 2 级，气温
16～25℃。

5 月 3 日多云间晴，偏北
风2级，气温17～27℃。

5月4日多云转阴有阵雨，
偏南风2级，气温19～25℃。

全省天气有利出行旅游
南昌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本报讯 （记者洪怀峰 通
讯员周建明）“五一”假期，南
昌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
一道道丰盛的文化大餐。4月
28日，记者从南昌市青云谱区
政府获悉，5 月 1 日至 6 月 2
日，南昌市首届踏水寻梅文化
旅游节将在青云谱梅湖景区
花博园举办。

据悉，首届踏水寻梅文化
旅游节将举办大型舞台演出
和游园互动活动、汉文化民俗
风情表演、三角梅花展写生、

“我为花博园代言”全民手
机摄影大赛等八大系列主
题活动。

另据了解，文化旅游节期

间，将有 15 万株三角梅在园
内竞相绽放。届时，游客可
以在花博园看到各色三角梅
在风中摇曳、深浅层叠的美
景。据悉，举办此次活动的
目的是宣传推介南昌市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
南昌市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需要提醒的是，梅湖景区
花博园南一门为进口、南二门
为出口、北一门为主要通道进
口和出口，西门仅为出口。
出行线路为：乘坐 89 路公交
车到“花博路”站点下车，或
驾车导航到梅湖景区花博园
即可。

走，到梅湖看三角梅风中摇曳
南昌将举办首届踏水寻梅文化旅游节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记
者从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
为保障庐山南大道瀛上桥拓宽工
程二期二阶段施工，将于 5 月起对
庐山南大道部分区域实施交通管
制措施。

据了解，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
至 5 月 31 日，庐山南大道（碟子湖

大道口至凤凰北大道口段）进行围
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
通行，仅允许行人、非机动车通行；
同时，管制期间庐山南大道瀛上桥
的桥面每天 7：00-20：00 期间实行
机动车（不含公交、旅游公路客运
车辆、单位通勤车）由东向西（出城
方向）单行。

5月起庐山南大道部分区域交通管制

一个电话诉求 三级联动解决
青云谱两小时处理积水获点赞

下水道堵塞，看似一件小事，对
老百姓来说却是“小事不小”。面对
群众诉求，青云谱区有关部门积极
响应，马上就办，不仅及时解决了问
题，更顺应了民心，值得点赞。

群众的揪心事、操心事、烦心
事往往琐碎，如果处理不好，伤害
的是民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只要把群众家门口的事、身边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积极回应，办实办
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

记者手记

办实办好群众小事

满园春色关不住，百花争艳竞
相开。

4月 28 日晚，2019 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在北京延庆园博
园举行。江西李渡烟花集团在开幕
式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火影春
光”秀，绽放出“江西制造”的独特
魅力。

据江西李渡烟花集团董事长邓
煜群介绍，本次表演以“城市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主题，全长 2 分 40 秒，翩
翩起舞的“火蝶”、迎风而行的蒲公
英、华丽绽放的石榴花，与世界园艺

博览会园区内随处可见的荷花、蝴蝶
造型的园林景致交相辉映，完美地契
合了“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世园会
主题。新颖的脉动造型和多色波动
渐变效应搭配，营造了一幕幕春光潋
滟的色彩，画出了一幅完美的园林
画卷。

“根据导演组的创意，在效果设计
上整个烟花燃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
分命名为光彩世园，以2019北京EXPO
特效字体造型烟花为主，在高空绽放，
突出本次活动名称；第二部分命名为
繁华时代，以白色、蓝色、绿色、金色四

种颜色的植物造型烟花产品为主，在
世园会高空绽放，描绘出新中国的繁
华；第三部分命名为百花齐放，各种色
彩的烟花同时齐放，配以特效蝴蝶造
型烟花，以一种壮观的形式冲击眼球，
让人应接不暇。”邓煜群告诉记者。

据了解，李渡烟花集团是全国规
模最大、环境最美、资
质最全的烟花企业之
一 ，集 花 炮 科 研 、生
产、销售、艺术燃放于
一体。现拥有大型礼
花弹、组合盆花、李渡

烛光、玩具烟花、日景烟花、舞台冷
光烟花、造型喷花等八大系列 3000
多个花色品种，拥有 128 项专利。李
渡烟花每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烟花
大赛，多次荣获桂冠，并承担多项国
际重大烟花燃放任务，为祖国争得
荣誉。

“火影春光”秀出“江西制造”独特魅力
李渡烟花精彩绽放北京世园会开幕式

周伟平 本报记者 邹晓华

烟花燃放出“EXPO”造型。 （江西李渡烟花集团供图）

“五一”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