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芳四溢，碧草连
绵，人工湿地下，污水处
理设施正在悄无声息地
工作。这是婺源县江湾
镇王富坦村建在村口河
边的一处污水处理设施，
农家生活污水在这里经
过处理，就可以直接排入
村前的河中。

婺源镇头镇冷水亭村溪水清澈。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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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村连户，打通环保
“最后一公里”

2016 年以来，婺源县统筹 1.2
亿元，分 3 年建设 120 个自然村生
活污水治理设施。“不处理好农村
的污水问题，就无法从源头保护好
一河清水。”几年来，婺源县环保局
局长叶茂根总是奔波在农村各点
进行督导。

“一根管子接到家门口，把家
里卫生间、厨房以及洗衣的污水都
收集走，现在村里再也闻不到臭水
的味道了。”村民石如凤年过七旬，
身子还硬朗，每天在家烧菜做饭。

石如凤老人不知道，只有30几
户人家的村庄，使用的污水处理设
施在全国来说都是先进的。为打
通环保“最后一公里”，该县下大决
心，花大价钱，因地制宜选用污水
治理工艺，饮用水源保护区周围村
庄采用 MBR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
污水治理工艺，发展民宿和农家乐
的景区村庄采用多种生物滤池工
艺，其他村庄则采用人工湿地、稳
定塘等工艺。

算生态账，以“含清
量”求“含金量”

近年来，婺源实施“发展全域

旅游，建设最美乡村”战略，旅游向
农村延伸，农家乐、民宿在农村如
雨后春笋般悄然兴起。“婺源因生
态而美丽，因生态好而旅游兴，所
以我们在发展中要算好‘环保账’，
把环境保护做在前头，只有‘含清
量’才能有‘含金量’。”叶茂根如
是说。

“小桥流水人家”的李坑村是
婺源老牌 4A 级风景区，成为游客
必到的“打卡地”。“过去，每年旅游
高峰期，门前的河上总漂着一层油
渍，必须重视呀！”李坑村民反映，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搞农家乐，污
水直接排入河中，令人担忧。河水
一旦被污染，旅游“金饭碗”摔破就
难再端起来。为此，李坑村于 2017
年启动景区整治提升，不仅提升村
庄风貌，还投入 150 万元建设污水
处理设施。如今，李坑村流水清
澈，碧波荡漾。

除了建设农村污水处理实施，
该县还同步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厂
投资 400 多万元，采用先进的水平
流生物膜反应器处理工艺。”江湾
镇党委副书记叶勇强介绍，镇区现
有农家乐 200 余家，每年接待游客
超 70 万人次，产生的污水量巨大，
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工作能力要求
很高。“江湾景区是国家 5A 级景
区，如果不把污水问题治理好，将

来肯定会成为‘痛点’，掣肘江湾旅
游发展，得不偿失。”

雨污分流，打消旅游
发展后顾之忧

婺源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整县
命名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为
此，该县同步建设城市雨污分流、
建制镇污水处理厂、自然村污水处
理设施的县乡村三级污水处理网
络，形成全域污水处理系统。

“新建城区雨污管网 60 余公
里，推进 9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厂和
120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这一举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婺
源县环保局行政服务股副股长徐
志彬说，自然村是源头也是重要一
环。据介绍，婺源以农村水环境污
染治理示范项目、乡村生活污水治
理试点示范项目、传统古村落污水
治理项目和高品示范村建设项目
为实施载体，实现一项工程多项成
效。如今，婺源打造出的秀美乡村
点，地下都有雨污分流管网，为乡
村旅游发展打消了后顾之忧。

“保护河流，要追本溯源，关键
还要做好岸上文章，污水处理必须
从源头抓好。”叶茂根说，婺源乡村
生活污水处理模式被省环保厅作
为典型，在2018年全省生态示范创
建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予以推广。

近日，记者对南昌市一些商业综
合体进行暗访，发现部分商场内引进
的儿童卡丁车项目存在占用疏散通道
的现象。记者把暗访的情况向南昌市
消防部门反映，消防部门要求存在此
种状况的商业综合体立即拆除占据疏
散通道的设施，并联合商务部门约谈
商业综合体业主单位。

暗访：南昌商场内频现
卡丁车圈地

6月 5日上午，记者来到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红角洲的山姆会员商店。在
该商店的 3 楼印象城购物中心中间过
道位置，记者看到，地面上全部贴上了
彩色胶带纸设置的跑道，还用彩色围
挡将过道一分为二，过道顶端停着5辆
儿童卡丁车。记者佯装家长和一名工
作人员聊了起来。该名工作人员钟女
士介绍：“玩一次 4 圈 58 元。充 100 元
送 100 元，充 400 元送 400 元。”钟女士
还向记者推荐，如果办理团购，价格优
惠更大。

随后，记者来到红谷滩的铜锣湾
广场。在该广场的3楼过道上，记者看
到地面上全部贴满了用彩色胶带纸设
置的卡丁车跑道，将疏散通道占据了
一半的位置，旁边还有用塑料制成的
加油站、洗车区等附属设施。

6月 5日下午，记者来到新建区的
首创奥特莱斯生活广场。在该广场的

2 楼中间的过道上也贴满了用彩色的
胶带纸设置的卡丁车跑道，旁边还有
围挡。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将跑道
进行拆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消防检查，开不了，要求记者过
十多天再带小孩来玩。记者来到了
新建区新城吾悦广场，也发现了卡丁
车跑道占据疏散通道的情况。记者
还走访了南昌市内的部分大型商业
综合体，发现均有卡丁车跑道占用疏
散通道的现象。

说法：违反《消防法》，存
在安全隐患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的相关人士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
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

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
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上述商
场卡丁车通道占据疏散通道行为，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存在安
全隐患。”

新建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危长
红告诉记者，接到反映后，大队立即联
系新建区的首创奥特莱斯生活广场和
新城吾悦广场的相关人士，要求商场
立即拆除卡丁车跑道。之后，记者也
将山姆会员商店存在卡丁车占据疏散
通道的情况向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反
馈。该支队相关人员表示，会安排人
员查处。记者回访发现，山姆会员商
店的卡丁车通道已经被拆除。

查处：责令拆除并约谈
业主单位

6月 6日下午，新建区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新建区商务局对新建区辖区内
的一些商业综合体业主单位进行约
谈。约谈会上，新建区消防救援大队
和新建区商务局要求辖区内的商业综
合体业主单位紧绷消防安全和安全生
产这根弦不能放松。

危长红告诉记者，大队约谈了这
些商业综合体的业主单位，要求不能
再出现此类事件。新建区商务局分管
安全生产的蔡副局长也表示，他们将
联合消防部门加强对此类事件的
管理。

卡丁车圈地挤占商场疏散通道
南昌消防部门责令加强整改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南昌市红角洲山姆会员商店的卡丁车跑道占据疏散通道。

“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
活习惯。能够帮助别人，对我而言是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5 月 27 日，刚刚
在上饶市赣东北献血屋献完血的蔡军
说，平凡的人生，因志愿服务而更加丰
盈快乐。

出生于 1979 年的蔡军，从小就乐
于帮助别人。大学毕业后，他成了德
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团队的一名法
官。

2002年4月1日，下班途中的蔡军
看到路边停着辆献血车，热心的他上
车就献血。“第一次献了200毫升，后来
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随着对献血知
识的了解，他又开始捐献血小板。

2010 年 8 月的一个傍晚，正准备

和同学聚会的蔡军接到上饶市中心血
站打来的电话，说有位老人因病情严
重第二天动手术，急需 AB 型血小板，
蔡军是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志愿者。
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用商量的口气问
他，能不能即刻前往中心血站捐献血
小板？“我现在德兴，最快两个小时内
赶到行不行？”蔡军一刻也没有犹豫，
立刻向同学说了声“抱歉”，连夜打车
赶往上饶市中心血站，无偿捐献了两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此后，蔡军只要获悉血液库存紧
张的消息，或是到了献血间隔时间，他
都会来到献血屋捐献机采血小板，风
雨无阻。不论是酷暑寒冬，或是在凌
晨深夜，只要接到中心血站的预约电

话和病人需要，他都会在第一时间赶
到。他不仅是一名固定的无偿献血志
愿者，还是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十几
年来，蔡军共无偿捐献全血 9 次 3400
毫升，捐献机采血小板 70 次 138 个治
疗量。

除了自己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之
外，他还经常向家人、同事、朋友宣传
无偿献血知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十几年来，他义务宣传献血
知识 2000 余次，带动和宣传影响他人
参与献血400多人次。

他组织开展的“萤火虫助学”“点
亮微心愿”活动，几年来共为60余名贫
困学生对接发放助学金8万余元；参与

“高考爱心车队”、关爱抗战老兵、引导

文明出行等各项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累计个人志愿服务时数达 6300 余
小时。他创建的服务队参与志愿活动
1000余人次，服务时数7万余小时。

2017 年 5 月“中国好人”、江西省
第二届优秀志愿者……一个个荣誉表
达了社会和公众对蔡军的肯定。“如果
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会
做点小事，社会将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我们的精神也会因此变得富有。”蔡军
说，“我会一直做下去。”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6 月 6 日，
记者从江西省 2019 年“爱眼日”儿童
青少年近视预防暨“师生健康中国健
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启动会上获悉，
近年来，我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
不下，近视低龄化和重度化日益严
重。我省眼科专家指出，这一问题需
要早期干预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据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为
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
高中生为81%。我省青少年的近视率

和全国总体情况基本一致。南昌大学
附属眼科医院专家提出，近视防控的主
战场应前移至 6 岁以下学龄前儿童，
0-6岁也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
应当尤其重视孩子早期视力的保护与
健康。同时，儿童的近视问题看似发生
在学校，其实在学龄前已经埋下了隐
患。应该防止在学龄前过度用眼，聚焦
于智力开发而非知识的灌输。在学龄
前定期测量儿童视力，动态监测学龄前
儿童的远视储备，建立眼健康档案，提
前预警。

预防近视从娃娃抓起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日前，南
昌市公布了2019年重大重点项目计划
投资表，共梳理重大重点项目 500个，
总投资7415.09亿元。其中，77个项目
正在进行前期谋划，包括九洲高架快
速路东延工程、高铁南昌东站广场建
设工程、瑶湖隧道工程，以及共享单车
电子围栏及监管平台项目等。

根据计划投资表，九洲高架快速
路东延工程属火车站路网相关工程，
西起洪都大道，东至福银高速，长约16
公里，按城市快速路标准建设，红线宽
度为 70 米。项目计划 2019年 12 月开
工，2022年12月竣工，总投资35亿元，
目前已编制道路交通详细规划初稿。

高铁南昌东站广场建设规模约为
21 公顷，建设内容包括地面广场，地
上、地下交通设施及地下公共空间等
全部施工内容（含给水、燃气、弱电管
网、配电管网预埋等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计划 2020 年 6 月开工，2024 年 6
月竣工，总投资 30 亿元，目前正处于
前期规划研究阶段。

过江（湖）通道中，共包括二七过
江隧道（一期）工程、瑶湖隧道工程和
九龙湖过江通道工程。其中，二七过
江隧道（一期）工程主线工程位于八一
大桥、英雄大桥之间，衔接赣江两岸及
扬子洲，西与凤凰洲锦江路对接，东与

聆江花园小区附近二七北路相接，主
线长约 2.5公里。项目计划 2019年 12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竣工，总投资 50
亿元，目前已完成初步研究方案，道路
交通详细规划方案已经批复。

瑶湖隧道工程西起学苑一路，沿
艾溪湖二路，往东与德昌高速立交相
接，全长约 5.5 公里，计划 2020 年 6 月
开工，2022 年 6 月竣工，总投资 36 亿
元；九龙湖过江通道（抚州大街-东莲
路）定位为城市干线性主干道，连接九
龙湖、莲塘片区，总里程（主线通道及
两岸衔接工程）约3.5公里。项目计划
2020年 6月开工，2022年 6月竣工，总
投资27亿元。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布的前期谋
划项目中还有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及监
管平台项目，计划建设南昌市级共享
单车监管平台，监管共享单车运营。
在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
区、高新区、湾里区、新建区等区域新
建 5000个蓝牙道钉技术的电子围栏，
施划标识标线，实现共享单车定点规
范停放。项目实施时间为2019年6月
至2019年12月，总投资7650万元。

此外，南昌市老年福利院、南昌城
市植物园、梅岭隧道、广州路与象湖隧
道连通工程、昌西大道北延伸等项目
也被列入前期谋划中。

九洲高架快速路东延工程将开工

南昌明年还将建设瑶湖隧道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6 月 5
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进贤县、
安义县、西湖区、湾里区法院，围绕“蓝
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主题，开展公
开宣判环境资源类案件、发放宣传手
册、接受法律咨询等法治宣传活动。

当日 10时许，进贤县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被告人杜某国、杜某敏、郑某某
等污染环境罪一案。该案中，8 名被
告人通过购买和拆解废电瓶方式非法
提炼成品铅，对当地土壤造成严重污
染。经法院审理，8 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 3年至 1年 4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1 万元至 2000 元不等。据
悉，该案相关公益诉讼案件已在南昌
中院调解结案。在审判人员的积极努
力下，8 名被告自愿支付生态环境损
害修复费用54.906万元及危险废物处
置费用3.621万元，并承诺在江西省级
媒体上就其污染环境行为向社会公开
赔礼道歉。

据统计，2016年至今，南昌中院共
受理环境资源类案件 254 件，其中刑
事案件135件、民事案件59件、非诉行
政案件55件、公益诉讼案件5件，已审
结236件。

南昌公开宣判一起污染环境案

本报九江讯（记者赵影）6月3日
14时56分，一架江西航空客机徐徐降
落在九江庐山机场，15时16分该架客
机从九江机场起飞执行试飞任务。这
是自 2015 年 3 月停航改造以来，九江
机场再次迎来客机起降，意味着九江
庐山机场大客机试飞成功。

记者从江西航空获悉，当日 16时

45 分试飞航班平稳降落九江庐山机
场，在长达 90 分钟的验证飞行中，江
西航空按照民航规章要求，完成了对
九江庐山机场的通信、导航、飞行程序
等八大科目的试飞任务。试飞结果显
示所有试飞参数指标正常，标志着九
江庐山机场已经基本具备民航飞机的
通航条件。

九江庐山机场大客机试飞成功

志愿服务已成为一种习惯
罗春英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本报新余讯 （记者徐国平 通讯
员傅秋香）记者从新余市房管部门了
解到，该市近日出台了住宅小区地下
车库（位）管理使用意见，明确规定普
通地下停车库（位）可办理产权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汽
车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但长期以来，
由于地下车库（位）权属不明确，出现
了只售不租、定价过高、管理不规范等
乱象，不少业主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之
间纷争不断，衍生出不少社会矛盾。
为破解这一领域矛盾集中的社会问
题，新余市出台了《新余市住宅小区地
下车库（位）管理使用意见（试行）》，明
确人防车库（位）之外的普通地下停车
库（位）可办理产权证。

记者注意到，文件对地下停车库
（位）权属问题进行了“三个明确”：一是

明确了车库（位）权属。规定没有计入
公摊的非人防地下停车库（位）所有权
归开发建设单位所有，计入公摊的非人
防地下停车库（位）所有权归业主所有；
二是明确了车库（位）权属登记主体、机
构和具体办法。由开发建设单位依法
进行登记，并在出售后协助办理车库
（位）的转移登记和车库（位）产权证；三
是明确了人防车库（位）管理。人防地
下室平时用作停车位的，投资者享有使
用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可通过出租受
益，但不能进行出售或附赠。目前，新
余市正委托中介对中心城区不同地段、
不同档次的楼盘地下车库（位）建设成
本、销售价格等情况开展调查摸底，将
规范车库（位）租售价格和租售方式。
确权后的地下停车库（位），不仅可以租
赁，还可出售、转让和用作抵押。

新余住宅小区车库（位）可办产权证

3年建120个自然村污水治理设施

婺源因地制宜抓好农村污水源头治理
江淦泉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南昌讯 （记者朱华）5 月 23
日，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正式开
业，成为朝阳新城片区首家大型公立
综合医院，大大方便了当地居民就
医。目前，该院区只提供门诊服务，住
院部、急诊科暂不对外开放。

南昌市第三医院朝阳院区是南昌
市重大重点工程，占地面积 120.8 亩，
总建筑面积 11.19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700个，目前开放的门诊科室有内分泌
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肿瘤内科、
乳腺外科、儿科、妇产科、乳腺中医科
等 20 多个，同步开放检验科、放射科、
CT室、核磁共振室、超声科、乳腺钼靶
室等医技科室。医院 120 台自助挂号
机、查询机、缴费机等已全部安装调试
完成，实现了患者自主预约、挂号、查
询、缴费、取报告功能。

朝阳新城居民看病更方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