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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量和销售量同比锐减三
成以上，对于南昌市中山路上的
商户来说，2015 年的生意着实不
好做。

受南昌地铁1号线施工以及
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的影响，
今年以来，中山路沿街店铺“元
气”大伤：机动车不能通行，挖路
埋管噪音大、灰尘多，购物环境下
降，逛街的市民远没有以前多。

近日，记者在中山路商圈走
访了解到，10 月份后，随着地铁
施工围挡的拆除和道路提升改
造工程基本结束，中山路开始恢
复机动车单向通行，商圈人气也
在逐渐恢复。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南昌
商业综合体越来越多，电商发
展对实体店冲击也不小，但地
铁1号线通车以后，客源结构以
年轻人为主的中山路未来仍然
可期，其市级商业中心的地位
不会变。

改造期
因为期待：

所以众多商户留守，还
有人当“接盘侠”

在省城南昌，连接八一广
场、八一起义纪念馆、胜利路
步行街的中山路曾是市民休
闲、购物的第一选择，大部分
本土或外来的大型商场、超市
以及国内知名品牌专卖店会
选择在这条街上实现江西

“首秀”。生意好、人气旺，这
是中山路之前留给大家的普
遍印象。

施工人员忙着收
尾、商铺贴出“修路大
削价”告示、公交车不
能 通 行 ……10 月 28
日，记者来到中山路
时，看到的是这样一
番景象。据沿街商户
介绍，2013 年 10 月底
开始，南昌地铁1号线
中 山 路 明 挖 区 间 动
工。2014 年 10 月，中
山路恢复改造工程开
工。今年7月初开始，

中山路提升改造工程进入全线道路
施工阶段。两年下来，这条商业街
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以前平均每天进店人数约400
人，这几个月每天不到200人。”中山
路上一知名运动品牌店负责人告诉
记者，中山路7月到9月封路改造，该
店销售量同比下降三成。国庆节开
始，被封路段逐步解禁，人气“回流”，
该门店10月销量恢复至八九成。

毛华文在中山路上一家大型时
尚服装品牌店任经理已超过 5 年，
在他看来，地铁施工、提升改造工
程，尽管使门店生意受影响，但绝大
多数商家还是选择“留守”。毛华文
说，短期内销量下降三到五成，大部
分商家能扛过去。“之前，我们为建
特卖场在中山路找过新店面，最后
发现转租的商铺不多。”

虽然明知今年生意不好做，南
昌市民雷女士今年初还是当了一回

“接盘侠”，在中山路一个商场内接
下了一家美甲店。“租金没有降，还
是每月 4000 多元，前几个月客人不
多，我就试着在网上做团购。”雷女
士认为，地铁 1号线开通以后，生意
肯定能好转。

记者采访雷女士时，南昌航空
大学大四学生小唐和几个同学在做
美甲。谈及在交通不便仍来中山路
的原因，小唐表示，中山路整体消费
水平与学生族的购买力匹配程度
高。“大商场的衣服价格高，学生一
般买不起。我们习惯来中山路，这
里个性化、潮流化的商品比较多。”

嬗变期
地铁将通：

面对商业机遇，“一街两制”
或成瓶颈

记者了解到，中山路提升改造
路段东起八一大道、西至抚河路，全
长 2 公里，道路宽 22 米，单向 2 车
道。提升改造后，中山路交通设施
将得到完善。具体来说，中山路胜
利路口设有一个地铁出入口；公共
汽车停靠站间距为500至800米，公
交停靠站为港湾式，能同时停两辆
公交车。据规划图显示，中山路 4
个公交车停靠站分别设在百货大
楼、东湖书院街路口、胜利路口、子

固路口。中山路为单行道，所有公
交站台都设在中山路北侧。

“今年底，地铁 1 号线开通后，
交通比以前更方便了，中山路的人
气肯定能重新旺起来。”在记者走访
过程中，受访商家均将地铁开通视
为一大机遇。但也有部分商家仍心
存忧虑。“如今，销售额下降除了受
施工影响外，还有电商带来的冲
击。”一家品牌打火机店负责人称，
地铁开通后，如果生意还是难做，他
将考虑转让店铺。

地铁开通后，经过升级改造的
中山路在管理和规划方面较以往会
有何不同？记者发现，作为西湖区
与东湖区的交接点，中山路一直处
于“一街两制”的管理状态。靠西湖
区一侧的、人行道及整个车行道归
口西湖区管理；靠东湖区一侧的人
行道与店面则由东湖区管理。这意
味着，中山路未来的繁荣需要两个
区共同努力。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广州、武

汉等城市，地铁的开通使沿线商铺
出租率明显提高。武汉首条地铁线
开通以后，包括江汉路在内的地铁
沿线商铺租金提价，可租铺者始终
未减，呈现一铺难求的态势。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山路商
圈的定位、目前商铺入驻情况及未
来的布局，西湖区和东湖区商务局
均表示暂时没有规划。

挑战期
打通“商脉”：
瞄准年轻群体，突出个性化

“作为曾经的‘商业第一街’，中
山路如今面临诸多挑战。”南昌市商
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吴斌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昌现在已
有 6 个商业综合体投入使用，其中
包括红谷滩万达广场、世贸广场、梦
时代广场等，市民休闲娱乐的选择
性多了，中山路失去了原来的“唯一
性”地位。然而，按照南昌市有关两
个市级商业中心（含 1 个中央商务

区）的建设规划，八一广场-中
山路市级商业中心的定位不会
改变。

吴斌华认为，对于追求个
性和潮流的年轻人来说，其主
打的实体购物模式、适合其消
费能力的品牌、个性化消费体
验依然有巨大吸引力，所以这
条街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他建议，发展中山路商圈要注
重品牌优化，突出个性化差
异，针对以学生为代表的年轻
消费群体打造潮流街。与此
同时，入驻商户要积极尝试

“互联网+”的营销方式，将线
下、线上销售结合起来。

吴斌华提到，要打通中山
路“商脉”，政府的服务和引
导同样重要。他认为，管理
部门应该展开合作，就中山
路的定位出台环境整治、招
商招租、人才培训等服务措
施，并做好差异化战略布局。

地铁施工道路改造 沿街商铺一度伤了“元气”

地铁即将驶来 中山路盼打通“商脉”
业内人士：发展中山路商圈要注重品牌优化，突出个性化差异

随着“双 11”“双 12”
电商促销期临近，快递企
业正式迎来比拼“双抢”
（抢收、抢投）能力的业务
旺季。

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双
11”期间（11 月 11 日-18
日），我省快递行业处理

邮 件 、快 件 将 超 过
3000 万件，单日最

高 处 理 量 将 突
破400万件，

邮 政 跨
境 包

裹

业务将突破10万件。
与往年稍有不同，今年 11 月 1

日起，快递实名收寄制度开始实
施。在快递业务旺季，寄件人和快
递员如何践行这项措施引发关注。

招兵买马 备战旺季94天
经历多年“双 11”的考验，今

年，圆通速递公司江西分拣中心负
责人心中已没有慌乱的感觉。几个
月前，该负责人已将中心运营场地
由3000平方米升级为7000平方米，
分布在省内 100多个网点的快递员
也由2000多人增至3500人。

顺丰公司新增车辆 85辆、省邮
政分公司配备新型双层包裹自动分
拣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快递
潮，我省各快递企业已备好“兵
马”。据了解，今年省内各快递企业
硬件投入约 3 亿元、新扩建场地 10
万平方米、旺季期间增加及储备人
员约1万人、新增干线运输车辆100
余辆、新增末端投递车
辆逾千辆。

“今年‘双 11’网购将持续攀
高，尤其是县域网购量增幅暴涨，我
省将出现快递业务旺季峰值。”据省
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周慧锋
介绍，本轮快递业务旺季共计 94
天，主要集中在“双 11”“双 12”电商
促销期间，以及 2016年元旦和春节
前夕等。据初步预计，今年“双 11”
期间（11月 11日-18日），我省快递
收寄量将突破 1000万件，投递量将
突破 2000万件，其中单日最高处理
量将突破 400 万件，较去年最高峰
250万件增长60%。

实名收寄 难以强制登记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组织

开展寄递渠道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核心是全面落实“收寄验视+实名
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安全保障措
施。根据有关规定，今年 11 月 1 日
起，除信件、已有安全保障机制的协

议客户快递和通过自助邮

局交寄的邮件、快件外，一律要求通
过对寄件人电话号码及相关身份信
息比对核实后方可收寄，确保寄件
人身份可追溯、可查询。

实名收寄效果如何？11 月 4
日，记者在南昌走访发现，各快递企
业执行标准虽然相同，但对于不同
的寄件人和快递员，实名收寄情况
略有差别。

“大多数寄件人会配合，查看
身份证。遇到寄件人不配合，我也
没办法。”在红谷滩中心区收件的
快递员小徐告诉记者，如果寄件人
没带或者拒绝出示身份证，他一般
会采用当面拨打寄件人电话的方
式确认对方信息。

记者了解到，对于配合确认身
份的寄件人，快递企业一般会采取
记录对方身份证后四位号码予以留
底保存。“有的快递企业选择将四位
号码写在快递单上，而我们要求快

递员把相关号码带回来记
在后台台账上。”圆通速递
公司江西负责人称，这样做
是为打消寄件人的顾虑，因
为很多人担心把号码写在
快递单上容易泄露隐私。

周慧锋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实名收寄措施的
重点是核实用户使用真实
身份交寄邮件、快件，没有
强制登记用户身份信息的
要求。“电商企业、大客户
要和寄递企业签订安全协
议，非协议客户则要如实
填写快递运单。”周慧锋
说，“双11”期间，快递业务
需求短期内急剧高位攀
升，退换货情况多，因为今
年要对寄件人身份信息比
对核实，快递员任务因此
更重。

快递进入“双抢”季 快递企业忙招兵买马

“双11”期间 我省快递将超3000万件
实名收寄引热议 快递员任务更重

抢抢
商商
机机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实习生 王芷琪

本报记者 万仁辉

摊贩“占领”万寿宫商城马路
@萌小玢：近来，南昌万寿宫商

城外的马路一直被摊贩“占领”。不
要说车过不去，连行人也难以行走。
我按喇叭，摊贩们还说，“汽车哪里
能通过”！其实，我也不想走这里，但
是我的家就在附近。难道摊贩占道
经营，我就不要回家了？

11 月 4 日，在鄱阳县双港镇乐兴村委会
明启村民小组一栋农房前，汤燕艳摇着轮椅
艰难前行。提起数天前，养殖的 13000 公斤
乌鱼死亡一事，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10月 30日 6时许，汤燕艳的父亲汤义民
像往常一样到鱼塘查看。眼前的一切让他倒
吸了一口凉气：其中一口鱼塘上面漂浮着死
鱼，白花花一片。

汤义民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儿，女
儿得知后，痛哭不已。

汤燕艳出生于 1990 年。2012 年 9 月 15
日，在省城读大学时，不幸遭遇车祸，导致高
位截瘫，无奈退学返乡。经过两年多的身体
和精神折磨，在亲朋的鼓励下，她重拾生活信
心，将车祸赔偿款、向亲朋借的钱和银行贷款
投资养鱼。由于她生活不能自理，行动不便，
鱼塘只能由父亲照看。

汤燕艳说，该鱼塘水面3亩，去年秋天从
外省购进3万多尾乌鱼苗，经精心饲养，现在
最大的乌鱼已有 3公斤，最小的也有 1公斤。
当下乌鱼的价格为每公斤25元，死亡乌鱼有
13000公斤，损失惨重。

对于乌鱼之死，父女俩怀疑有人投毒
所致。据汤燕艳说，事发当天已报警，民警
到现场调查，并取样带走化验。双港派出
所一民警证实，此案已移交刑侦部门，目前
正在调查中，具体案情暂不便透露，是否因
有人投毒才致鱼死亡，要待案件侦破后才
能确认。

满塘鱼莫名死亡
创业路遭遇坎坷
疑有人投毒 警方立案调查

昌九高速上拍到违法行为有奖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在昌九高速上看

到违法行为拍下来后提交给交警，确认后可
获现金奖励。11 月 4 日，记者从省高速交警
直属二支队获悉，这是我省高速交警首次采
取这种方式奖励举报人。

“自 11 月 1 日起，在昌九高速公路发现
车辆违法行为，都可以拍下，并向省高速交
警直属二支队第二大队的公众微信平台‘昌
九高速交警’举报，经审核通过后，举报人可
获 5 至 200 元奖励。”该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举报方式很简单，关注“昌九高速交警”的微
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发送拍摄到的违法
照片，说明时间、地点并留下联系方式即
可。若是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可用文字
说明情况。

据悉，举报奖励标准为：举报高速公路违
法停车奖励 5 元；举报在高速公路拥堵的情
况下占用应急车道奖励10元；举报黄牌车辆
长期占用快车道（需视频）奖励20元；举报故
意遮挡车号牌奖励 30 元；举报伪造、变造车
号牌奖励 100 元；举报醉酒驾驶机动车奖励
150元；举报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
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
速行驶的奖励 200 元。不过，违法行为照片
必须由乘车人或行车记录仪拍摄，决不允许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拍摄照片。

记者了解到，截至 11月 3日，“昌九高速
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已收到 7 起违法行为举
报，经该大队法制员审核通过后，将把相关奖
励发放至举报人。

本报记者 杜金存文/图

图为中山路与渊明北路交叉口。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汤燕艳的父亲汤义民看着死鱼欲哭无泪汤燕艳的父亲汤义民看着死鱼欲哭无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