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举行水域救援实战演习

水域救援演习现场。
江心岛救援以及对被困群众的施救、疏散。
油船起火爆炸、溢油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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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气温 18.9℃，最高 23.1℃。
如此凉爽的天气出现在“小暑”节气
的洪城，让大家有季节错乱的感觉。
就在副热带高压准备反扑时，西北太
平洋上又蹦出了 3 个台风，其中 2 个
台风正气势汹汹来犯。大家关注的
是，台风组团来袭，对我省影响几何？

气象专家说，“三台风”共舞并不
少见，从2000年到2014年，西北太平

洋及南海共出现过 9 次“三台风”共
舞，基本上不到两年就会出现一次。
但从 2000 年至今，7 月份出现“三台
风”共舞的现象只有1次。

有意思的是，台风“浪卡”目前
仍处西太平洋上，未来路径虽然难
以确定，但对我国没有影响。不过，
可以预测的是，台风“灿鸿”和“莲
花”将按照既定路线相继登陆，并从
南、北两个方向“夹击”我省。由于
台风路径及降雨的不确定性，省防

总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
防御部署工作。

7 月 7 日 18 时，省气象局启动重
大气象灾害（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应
对今年第9号台风“灿鸿”和第10号
台风“莲花”可能带来的影响。根据
省气象台的预报，台风“莲花”7 月 8
日夜间到 9 日中午在粤闽交界一带
沿海登陆。受其影响，8 日下午开
始，我省东部和南部风力将逐渐加大
到 4至 5级，阵风 7级，7月 8日晚至 9

日赣南将迎阵雨转中雨，部分大雨，
局部暴雨。另外台风“灿鸿”也将于
7月11日前后影响我省。

已至“小暑”，但南昌近日却暑意
全无，遭遇 7 月少见的阴凉天气，预
计这种凉爽天气还将持续。近几天，
在冷空气与雨水的共同打压下，我省
气温出现明显下滑，大部地区的最高
气温跌至 20℃左右，不少地方还创
下了7月份的低温纪录。南昌7日最
低气温跌至18.9℃，成为有气象记录

以来最凉爽的“小暑”。
预计直至周末，我省气温仍在

30℃以内，下周气温将总体回升，大
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 30℃以
上，南昌的最高气温会接近 33℃，但
和常年同期相比仍然偏低。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已经开始。
气象专家称，台风虽然凶猛，但很快
就会离去，酷暑才是我省 7月天气的
本来面目，大家仍需注意防暑。

台风组团携雨来 凉爽一场接一场
南昌7日最低气温跌至18.9℃ 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凉爽的“小暑”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范志
刚）昌九一体化战略实施两年取得显
著成效，两地百姓享受到一体化带来
的一系列民生便利。7 月 8 日下午，
南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昌九
一体化给两地百姓在医疗、户籍等民
生方面带来的便利。

交通：融合两大经济板块
“南昌、九江两地相距 100 多公

里，因此需要基础设施这一平台，拉
近两地的距离。”南昌市发改委总经
济师柳华介绍，南昌、九江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水平较高，但还未达到一体
化标准。这两年昌九一体化在基础
设施方面主要是昌九高速“四改八”、
昌九大道建设等。

据介绍，昌九大道一级公路（南
昌市境内）新建工程项目，目前正在
进行路基土石方及桥梁基础工程施
工。同时，G105 国道新祺周至新港
公路新建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路基土
石方及桥梁基础工程施工。这两个
项目的实施将有力提升昌九一体化
的公路服务水平，促进南昌、九江两
大经济板块融合发展、形成较大规模
的产业集聚区和互动互补的城市群，
形成同城效应。

从已开通的 139 路（南昌至永
修）城际公交来看，客流量不断上升，

促进了两地沟通及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城际公交客流由 2013
年的日均3200人次上升到2015年的
日均4000人次。

旅游：打造昌九旅游品牌
昌九一体化，南昌的红色旅游与

九江的绿色旅游“双剑合璧”。昌九
两市旅游部门通过召开对接会，就规
范区域旅游标志、共建精品旅游线
路、实行通票制度、旅游信息共享和
无障碍旅游区建设达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双方就统一编制旅游
规划、共同推出旅游线路、推出两地
旅游惠民一卡通、设计制作昌九一体
化旅游地图、联合营销、共同打造旅
游节庆活动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并达
成共识，整合南昌、九江两地旅游资
源，打造昌九旅游品牌。南昌市旅游
委推动发行的“南昌都市圈国民旅游
休闲年票”，票价 80 元，加盟景区大
门票总价已达近 1200 元，含 36 个景
区（景点）、32家农家乐，另有42家星
级酒店加盟，更多景区及商户还在洽
谈中。其中，九江加盟景区 13家，农
家乐3家，星级酒店4家。

医疗：减轻两地患者负担
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医疗资源比

九江丰富。两地异地就医实现互认

互通，让九江市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变化——参保人异地持卡就医享受
同样的服务。目前，南昌开通了 14
家定点医疗机构，九江开通 18 家。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有 3546 名异地
安置在九江的参保人申请办理“异地
就医卡”，已有 358 人次享受了“同
城”医疗待遇；九江市已有 7696名在
南昌安置的参保人办理了“异地就医
卡”，已有 4543人次享受了“同城”医
疗待遇；共减轻这些患者负担 4035
万元。

同时，昌九社会保险一体化成
效明显，一是两地社会保险政策逐
步统一，二是昌九两地社会保险关
系实现顺畅转移衔接。今年上半
年，市本级共办理包括昌九两地在
内的社会保险关系跨统筹区转移
5826 人次。昌九两地退休人员异地
认证率达到 100%。去年 10 月 8 日，
南昌、九江住房公积金贷款启动昌
九一体化政策。目前，已有南昌缴
存 职 工 到 九 江 买 房 170 笔 ，共 计
3951 万元，九江缴存职工到南昌买
房 51笔，共计 2228万元。

此外，在两市范围内办理户口迁
移，也实现了“一站式”办理。通过

“一站式”办理，避免了群众在迁出地
和迁入地公安机关来回跑，节约了群
众办理户口时间和路上费用。

战略实施两年 昌九融城步伐稳健

昌九一体化“同城”生活更美好
医疗社保户籍等民生福利让两地百姓看得见享受得到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范志刚）7月8日，记者从南昌市
了解到，昌九一体化将通过谋划
两城项目发展基金、开展昌北国
际机场和九江机场“空港”合作，
推动南昌综合保税区尽快获批
等措施，纵深推进昌九一体化。

目前，南昌市已编制完成南
昌综合保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监管服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方
案，完成地块上的征地拆迁工
作，力争今年年底前获批成立，
明年年底前封关运行。同时，国
家级昌九新区平台建设正按照
时间节点推进，预计年底将会见
分晓。

与此同时，随着昌九大道建
设按照时间节点竣工与昌九高
速“四改八”完成，南昌已在谋划
对两条大道沿线进行现代城镇
化、新型城镇化的布局。“现在已

有初步方案，南昌将与九江设置
一些工业、服务业、农业、生态等
合作示范区、合作示范点。这两
条路将成为拉动昌九合作产业
腾飞城镇化发展的纽带。”南昌
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柳华表示，昌
九正积极谋划建立昌九一体化
项目发展基金，对包括水运、交
通、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进行
政府支持。

此外，昌九还将开展“双港”
合作，在开展昌北国际机场和九
江机场合作的同时，开展南昌和
九江两个水港的合作，两方码头
合作，通过合作使南昌用好长江
岸线，使整个昌九的社会物流成
本实现比较明显下降。昌九还
将开展“双肺”（“绿肺”与“蓝
肺”）的规划与合作，在昌九一体
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护
好蓝天、绿水、青山，持续发展。

市民生活更便利 城市管理更精细

我省出台智慧城市建设“指南”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智慧”的城市

应该是怎么样的？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有无
线网络覆盖、市民异地就诊医保费用可即
时结算……7 月 8 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
为了让各地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时“有章可
循”，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智慧城市建设
基本指导目录（试行）》，围绕城市管理、公共
服务等重点领域，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内容
指标体系。

智慧城市是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包括民生、公共安
全、城市服务等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对
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省工信委有关人士表示，我省近
年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展迅速，已有 11 个市
（县、区）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此次我
省在全国率先制定《智慧城市建设基本指导
目录（试行）》，将智慧城市建设内容分为 4
个一级目录、43 个二级目录，涵盖信息化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重
点领域，建设内容按照轻重缓急分为“必选”
和“可选”两大类，供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设实
践中参照执行。

智慧城市建设可不能“贪大求全”，而是
要结合本地城市发展的难点问题和老百姓迫
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问题推进。在 19 项“必
选”建设内容中明确，智慧城市要建设以光纤
为主要载体的固定宽带网络，城市和农村家
庭平均接入带宽分别达到 20 兆和 4 兆，到
2020年分别达到 50兆和 12兆。对城市重点
场所和道路实现高清视频探头的覆盖，整合
公安、交通、城管等监控视频图像信息资源，
推进社区、单位视频资源接入、共享和应用，
满足城市综合管理需要。

此外，智慧城市要建设市民服务综合热
线系统，依托“12345”市长热线，整合政府各
部门对外服务热线，建设涵盖咨询、投诉、办
事等各类功能的统一的市民服务综合热线，
形成诉求表达、信访受理、跟踪督办、处理反
馈、市民回访的全过程信息化闭环管理机制，
形成非紧急类事务热线服务体系。而在“智
慧人保”方面，要建立便民快捷的一体化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社会保障卡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居民健康、惠民待遇发放等公
共服务领域的集成应用。制定跨地区医保联
网结算标准，建设跨地区医保费用结算信息
平台，实现市民异地就诊，医保费用跨省市即
时结算。

@VEGA_JANE ：鹰潭市信江新
区水木年华后面的一条马路上有一个
大坑，没有任何警示标志，有不少小车
陷进去爆胎了，大坑存在已有半年时
间。我们担心，如果晚上有人不小心
掉入大坑，就太可怕了。你被“坑”过
吗？谁来管管？

南昌综合保税区
力争年底获批成立

本报讯（记者杨继红、卞
晔）7月8日，我省在赣江南昌
段举行“应急2015”江西省水
域救援实战演习。省市交通、
环保、公安、港航管理、海事等
7个部门，33艘船艇、2架无
人机、8辆救援车和300余人
参演。此次演习是2009年我
省组建应急救援总队以来，首
次开展的大规模、综合性水域
救援实战演习。

根据模拟险情，当日 9
时20分，一艘500吨级油船
在江中突发火情并爆炸，滚
滚黑烟迅速弥漫江面上空，
如若不及时处置，将面临船
毁人亡。接警后，“赣消01”
“赣消 02”两艘消防艇迅速
赶往现场并靠近起火船只，
合力对其喷洒泡沫和水。同

时，救援艇将落水的船员迅
速救起。不到10分钟，油船
火灾就迅速扑灭，救援演习
贴近实战，处置过程紧张而
有序。除了船舶火灾处置，
此次演习还设置了舟艇检
阅、洪涝灾害救援等科目。

“这次救援演习在风大水
急的江面上进行，实战性强，
而且首次使用了无人机进行
灾情侦查、绘图、物质运输和
拍摄，科技含量也很高。”省公
安消防总队总队长房凌春表
示，经分析研判，受“灿洪”“莲
花”等台风的影响，我省近期
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汛情，江
西水域面积大，举行此次实战
演练，就是为了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保障群众安居乐
业。

路面大坑半年无人管？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