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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7月30日，南昌首批私家纯电动
汽车上牌，标志这种清洁能源汽车终
于走进寻常百姓家。然而，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首批 13 辆纯电动车虽然
打破了南昌社会车辆中没有纯电动
车的“坚冰”，但由于充电站、充电桩
建设布局的问题，大面积推广使用纯
电动汽车还有待时日。

电动车来了，充电桩在
哪呢？

“非常好用，每天下班回家充一次
电，第二天就能跑100多公里。”首批使
用纯电动汽车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这
种电动车充电就像普通的电动自行车
一样，从家里接根线出来，通过一个专
用装置就能给汽车充电，每次充电5至
6小时就行。“目前还就是上下班用用，
不出市区的话绝对能满足要求，如果
市区或郊区建设有充电桩的话，那我

们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实际上，南昌早就开始布局建设

充电站、桩，但由于南昌引进纯电动出
租车计划搁浅，也没有市民购买纯电
动汽车，先期建设完成的150个充电桩
被闲置，也导致后期建设被叫停。而
这些充电桩也因无人使用，核心部件
被建设单位拆下保管，以免损坏。

“充电桩的建设就像是栽好梧桐
树，才能引得凤凰来，没有这样的前
期建设，谁敢买电动车。”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在任何地区，都是要先布局
建设好充电站、桩，只有能提供方便、
便捷的充电服务，才能吸引消费者去
购买电动车。“南昌的天然气站建设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气站没建好几
个，使用天然气的车辆井喷式增长，
导致出现加气难问题。”

充电桩大规模建设还
有困难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第一批充电

站、桩均由电力部门投资建设，但现
在国家已经将这一块市场放开，企业
和个人也可以投资建设充电站、桩。
不过，目前要大规模建设充电站、桩
还面临许多困难。

“充电桩建设不是接一根电线就
能充电的。”相关单位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南昌 13辆纯电动汽车使用的充
电装置与充电桩性质完全不同，充电
桩使用的是 380伏电压，能够快速充
电，充电一个半小时后续航能力能达
到 200 公里以上。普通小区内要安
装充电桩的话必须要增容，增容的线
缆，以及充电桩的设备都是一笔不小
的费用。这笔费用谁来出？建设好
充电桩后电费如何计算？是按民用
阶梯电价还是按峰谷电价结算？充
电桩附近的车位是不是只允许电动
汽车车主使用？“因为这些问题，在外
地已经出现了小区内装充电桩遭阻
挠的事情，南昌以后要在小区内建设
充电桩，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与手机充电接口
一样，电动汽车也面临着充电接口不
统一的情况。“南昌市第一批投资建
设的充电桩接口已经不适应现在电
动汽车的要求，要重新投入使用的话
必须进行技术升级。”业内人士表示，
充电接口不统一也是阻碍大规模建
设充电桩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期我们投入不少，为南昌引
进电动汽车做了贡献。”江西省电力
公司电动汽车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充电设施建设面临的主要
困难为：一是南昌缺乏大规模市场；
二是因为电动汽车属新兴产业，不同
厂家充电服务接口尚不能做到通用。

记者从南昌供电公司获悉，目前
尚无一家民营资本申报建设充电设
施，但南昌供电部门为鼓励新能源汽
车的推广使用，还会加大投入建设充
电设施。“我们与南昌市科技局合作，
在 8 月中旬可能就会有一个关于充
电设施的规划出台。”

我省出台鼓励建设充
电桩政策

按照相关规划，到 2015年，我省
布局建设 4座纯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30个电池配送站、680个纯电动汽车
充电桩和20家维修服务网点。

据悉，我省将对电动汽车用电实
行扶持性电价政策，对向电网经营企
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
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
格。2020 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
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
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
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
合表用户电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
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
励电动汽车在电力系统用电低谷时
段充电，提高电力系统利用效率，降
低充电成本。确保电动汽车使用成
本显著低于燃油（或低于燃气）汽车
使用成本。

近日，家住萍乡市安源区城南长
潭路萍河丽景园小区的李女士向记
者反映：“小区内最近经常有蛇出没，
花坛、楼道口、车库、绿化带里都有，
好吓人。小区里老人、孩子很多，物
业又搬离好几年了，我们不知道该怎
么办。”

小区毒蛇乱窜好吓人
据李女士介绍，她是 2009 年入

住丽景园的，刚来时还有物业管理，

有问题可以向他们反映。可没过几
年，由于费用交不齐等问题，小区物
业就撤离了。业主们后来也尝试过
找私人物业，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现在的丽景园小区内晚上没有照
明灯、绿化带杂草丛生、卫生环境也很
差，毒蛇频繁出没对老人和小孩实在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今天早上出门我
就在四栋和六栋之间的路上看到一条
蛇，头尖尖的，呈倒三角形。别人都说
可能是蝮蛇。”李女士说。

据了解，在此之前，丽景园小区周
边在修沿河路时，工人们曾在工地上挖

到过蛇。自此之后，频频有丽景园小区
的居民反映在自家的楼道、车库里看到
蠕动的蛇，所幸目前还没发生毒蛇咬伤
人的事。可即便如此，李女士依旧十分
担忧：“我现在晚上都不敢出门，孩子出
去玩的话我都会给他身上抹些雄黄，就
怕他把蛇当成玩具一样去玩。”

记者采访遭遇“踢皮球”
记者随即联系了安源区城郊管

委会，想进一步了解小区目前的管理
情况，可管委会负责人称小区不在自
己的管辖范围内，要记者找凤凰街道

办。几经辗转，记者最终联系上了凤
凰街道办，结果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这事归安源城郊管委会管理。

通过多次询问，城郊管委会的相
关人员才向记者说明了情况。原来
丽景园小区所在的土地所有权之前
确归城郊所属，但上世纪 90 年代土
地出让后，他们便不再插手小区的事
务了，至于小区现在归谁管理，他们
也不清楚。

专家为居民防蛇支招
夏季气温升高，蛇类的活动

也更加频繁，小区居民该如何防
范？

萍乡市萍矿总医院中医科毒伤
防治专家陈医师建议：夏季天气多
变，水边、靠山地带毒蛇出没较多，
居民尽量避免在这些地方逗留。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适当在绿化
带中种植“七叶一枝花”等草药来驱
赶毒蛇，夜间若无灯光照明最好不
要出门。若不慎被蛇咬伤，应尽量
少走动，用绳子或草捆绑肢体，或用
冰块冰敷，防止毒液在体内循环过
快。

为了维护交通秩序畅通有序，南
昌市交管局在市区内按时段设立了
货车禁行区，对闯禁行的货车司机依
法处罚款200元并记2分的处罚。然
而，在洪城商圈区域内，闯禁行的货
车司机不仅要接受交警的处罚，还要
被洪城商圈管委会扣车，不缴纳5000
元的押金就无法取车。

货车闯禁行要额外交
5000元押金

8月12日下午，河北货车司机张
师傅向记者反映，他因为对南昌的路
段不熟，没注意到抚生路上的货车禁

行标志，在抚生路与灌婴路口被执法
人员拦下，现场交警对其处罚 200元
并记2分。“对货车司机来说，哪怕是
记 1 分都要进学习班。所以这个处
罚对我们已经很重了。”张师傅说，自
己确实违法了，没办法，再重的处罚
也只能接受。

但他没想到的是，交警处罚完
后，几个洪城商圈管委会的工作人员
将车扣进停车场，让他再次接受处
理。“同样一起违法行为，交警已经处
罚，为什么管委会还要处罚？洪城商
圈管委会有处罚权吗？”张师傅表示
难以理解，在管委会内的“交通违规
车辆处罚处”，他被告知要缴纳 5000
元押金，3个月内无再次交通违法可

以退回。“短时间内要交这么多钱，我
还得找人去借。关键我是河北的，临
时拖货来南昌，3个月后为这5000元
还得来，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人呢？”

交警拦车 管委会扣车
与张师傅有一样遭遇的还有不

少司机。8月13日上午，记者在抚生
路与灌婴路口见到一辆挂赣 F 牌照
的货车被拦停。货车司机告诉记者，
自己也被告知交警处罚完后要再交
5000元押金。

这 5000 元押金是怎么回事呢？
现场的直属二大队交警表示与自己
没关系，交警只按规定罚款记分，扣
车与其无关。

“没有交警拦停，这些没有执法
权的人怎么能当着交警的面扣车？”
现场的司机如此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没有正式
牌照，只挂着一副“黎温高速排障”牌
子的清障车停在路边。“就是这辆拖
车将扣下来的车拖进停车场的，连牌
照都没有，还整治别人的交通违法！”
现场群众说。

记者随即现场向交警举报，守在
路口整治货车的交警先表示这是高
速公路清障车，随后又走过去跟清障
车司机说了几句，清障车就在交警的
眼皮底下开走了。

“我不接受采访。”对于现场放走
不挂牌照车辆的行为，交警如此作答。

强制扣车无法可依
货车闯禁行被罚后为何还要缴

纳押金，为什么无牌拖车可以强制拖
走当事人的车？13 日上午，记者来
到洪城商圈管委会采访。

“我们确实没有执法权不能扣
车，对现在的举措也觉得有点过头，
但没办法，这也是按西湖区委、区政
府的要求做的。”管委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收取货车司机押金，这样做
有没有法律依据他们也不知道，但上
级要求这样做，只能遵照执行。

工作人员透露，到目前洪城商圈
管委会已查处 100 余起闯禁行的货
车。

本报南昌讯 （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申国
奥）8月13日，南昌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中招补
报补录方案。目前第二、三、四批次高中均有
少量计划空额，还有一部分考生因没有认真
填报志愿而落榜，经研究决定允许落榜考生
补报志愿。

据了解，达到相应批次最低录取控制线
而未被录取的落榜考生（含已录取因未按时
报到被注销录取资格的考生），可以补报下批
次的高中学校志愿。已录取的考生不属于补
报补录对象。同时，对落榜考生补报志愿具
体分数也有要求：500分以上（含500分）的允
许补报第二批次（省级重点高中）、第三批次
（省级重点建设高中）和第四批次（一般普通
高中）统招志愿，440 分以上（含 440 分）的允
许补报第三、四批次高中统招志愿，370分以
上（含370分）允许补报第四批次高中统招志
愿。

此外，达到各批次（第一批次省级重点
高中除外）学校择校线的考生允许补报相应
学校的择校志愿。补报志愿设置为三个统招
志愿和一个择校志愿。

据悉，补报补录的时间为：8月15日第二
批次，8 月 18 日第三批次，8 月 21 日第四批
次。8 月 22 日之前，将依次公布各批次高中
补录结果。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申国奥）8
月13日，记者从昌北国际机场获悉，当天起，
该机场新增南宁至赣州至南昌往返航班，将
极大地方便江西与广西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
济文化交流。

据悉，该航班由天津航空公司执飞，航班
号 GS7447/8，机型 E190，每天一班。南宁起
飞时间为 8:40，赣州落地时间 10:10，赣州起
飞时间为 11:00，南昌落地时间为 11:40；南昌
起飞时间为 12:30，赣州落地时间为 13:10，赣
州起飞时间为13:50，南宁落地时间为15:20。

此条航线的开通，使得赣州与南昌之间
的航班密度重新恢复至每天 2 班，赣州旅客
前往省会南昌将更加便捷；同时南昌与南宁
之间的航班也由每天的最多3班增至每天最
多4班。

昌北机场新增至南宁航班
赣州至南昌增至每日两班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记者从南昌
市公安交管局获悉，为保障地铁 1 号线阳明
东路输电配套工程施工顺利进行，保障施工
路段及其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8月12日
至11月10日，阳明路隧道南侧非机动车道封
闭施工，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行人、非
机动车绕行北侧人行道通行。

此外，9 月 3 日至 10 月 3 日，阳明东路由
西向东方向南侧一股机动车道封闭施工，禁
止车辆通行。

阳明东路施工交通有变

本报南昌讯（见习记者刘斐）近日，南昌
市信访办大院、民巷社区、东湖区妇幼保健院
等17个爱心免费茶水屋陆续建立，为酷暑奋
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

记者在子固路的爱心茶水屋看到，很多
附近环卫工人陆续来取水。环卫工人苏大碧
笑着说，早上５时就出来工作，一直到晚上才
能收工，大热天最希望的就是能喝到一口干
净清凉的水。子固路社区主任李洁坦言，希
望通过爱心茶水屋的设立，能让更多的人去
关心帮助环卫工人，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共
同维护城市的环境卫生。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凉风
习习，细雨如丝，南昌仿佛一夜入秋。

三伏天难得有这么凉爽的天气，
而这样凉爽的天气还将贯穿本周。拜
暖湿气流所致，洪城大地雨水充足。
未来三天，阵雨还将不时陪伴左右，气
温舒适惬意。资料显示，8 月中旬，南
昌本是炎热的夏日，如此凉爽在往年
同期非常少见。

14 日，南昌阴有阵雨，气温 23℃~
27℃；15日阴天多云，气温24℃~29℃；
16日，小到中雨，气温25℃~30℃。

货车闯禁行 交警罚完管委会接着扣车
不交五千押金不放车 洪城商圈整治交通惹争议
管委会被指违法扣车 现场“执法”拖车竟无牌照

萍乡萍河丽景园小区物业撤离问题多多

““三不管三不管””小区蛇乱窜 居民晚上怕出门

接口不统一 南昌150个先期建设的充电桩已闲置

要想电动汽车跑得欢 充电设施要跟上
我省将推扶持性电价政策 目前尚无民企申报建设充电站

8月12日，在樟树市观上镇艺霖园艺有
限公司，游客在盛开的紫薇花下赏花拍照。
该公司种植的紫薇花面积达60余亩，有大
小紫薇7000余株，每年8月间，吸引众多游
人徜徉花海。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紫薇花开游人紫薇花开游人

微风细雨 凉意十足

15日起南昌中招开始补录

17个爱心茶水屋亮相省城

本报九江讯（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游建
栋）近日，记者来到庐山索道下站点的庐山云
雾茶场附近，看到道路、停车场正在加紧建设，
预计2015年国庆节前可建成并投入运行。据
了解，庐山索道是3S索道，运行后从这里上庐
山只要7分钟，可以解决冬季雪天上庐山不便
以及旅游旺季庐山交通堵塞等问题。

庐山索道下站点位于九江市八里湖新区
通岭大道附近的庐山云雾茶场东林头，上站
点位于庐山牯岭镇土坝岭，索道全长 2864
米，单向运量为每小时 3000 至 4000 人，每个
吊厢可载客 30 人。庐山索道采用世界上技
术先进、安全性能好、舒适度高、厢体容量大
的 3S 索道，设计速度为每秒 7 米，从下站动
身，7分钟即可登上庐山。

明年7分钟就可上庐山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本报见习记者 杨 莹

本报记者 蔡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