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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北方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
南昌昨启动重污染日应急预案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月 3日 11时，
南昌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 205，属重度污
染级别。为此，该市决定启动空气重污染日
应急预案。

据悉，此次出现的雾霾天气，主要是受北
方地区大范围雾霾天气和不利气候影响造
成，其中北方大范围雾霾天气造成较大影响，
同时不利气象条件造成了污染物持续累积，
大气扩散条件非常差。

3 日 8 时，南昌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为
199，9 时突破 204，10 时上升至 213，11 时为
205。根据南昌市有关规定，该市启动应急方
案，各县区政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要
求组织实施各项应急措施。

元旦小长假
南昌“铁路空”客流同比微增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 月 3 日，记
者获悉，元旦小长假期间，南昌“铁路空”客流
同比微增。其中，南昌车站共计发送旅客约
36 万人次，同比增加 7%左右，昌北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为5.8万人次。此外，南昌长途汽
车站新站也于元旦开始迎客。

元旦小长假铁路运输从 2015年 12月 31
日开始，到今年 1 月 3 日结束，共计 4 天。记
者了解到，假期运输前两天，南昌站和南昌西
站迎来客流高峰，分别发送旅客10.21万人次
和11.31万人次，同比增长2.66%和5.66%。

在航空客流方面，元旦小长假期间，昌北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为5.8万人次，航班起降
528架次，较去年同期持平。

与去年相比有所变化的是，元旦当日，
位于南昌火车站旁的南昌长途汽车站新站
正式迎客，该站共设售票窗口 13 个，经营班
线 81 条，其中省际班线包括广州、深圳、东
莞等方向，省内班线为景德镇、铜鼓、修水等
方向。

另悉，南昌长途汽车站新站每日发送班
次可达 260 次以上，日均发送旅客可达 6000
多人次，春运客流高峰时每日预计可发送旅
客2万余人次。

@墨染赣鄱：2016 元旦假期还
没结束，南昌前湖快速路施工给周
边小区惹麻烦了，又是突然停水，红
谷新城三期上千业主措手不及，物
业经理也是电话接不停，忙着回应
业主各种吐槽。野蛮施工何时休？
影响市民生活不应该担责？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为了研
究白鹤迁徙路线，2015 年初科学家
给一只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发现的白
鹤装上卫星跟踪器。如今，这只白
鹤又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回鄱阳
湖，完整的卫星跟踪记录填补了我
国白鹤生态研究的多项空白。

“这只白鹤是我们去年2月1日
在保护区内冬季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工作中意外捕捉的。”南矶湿地保护
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捕
捉到的幼鹤与现在的成年白鹤完全
不一样，浑身羽毛是咖啡色的，当时
都不认识这只“怪鸟”。送回管理局
下属的保护站后，在此地开展鸟类

迁徙研究的专家们很快认出这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存量不到
4000 只的白鹤，并决定在这只白鹤
身上安装金属脚环、彩色数字脚环
和卫星跟踪器。

“以前从没有在白鹤身上安装
卫星跟踪器，这是第一次尝试。”全
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钱法文教授表
示，通过白鹤身上不断发送的卫星
信号，就能准确了解白鹤的迁徙路
线，停留地点与时间段。

2015 年春季，这只白鹤从 4 月
27日起开始了它的迁徙旅途。跟踪
记录显示，4 月 27 日白鹤飞离鄱阳
湖，6 月 16 日到达繁殖地俄罗斯的

亚纳半岛，全程历时51天，飞行距离
长达 5294.2 公里，期间最大飞行速
度 112 公里/小时，最高飞行海拔
2691.2 米。2015 年 9 月 23 日离开繁
殖地南迁，11月 13日到达鄱阳湖盆
地，全程历时 52 天，飞行距离长达
6254.2 公里，期间最大飞行速度为
112.7 公里/小时，最高飞行海拔为
1961.6米。

在 9 月 23 日开始的南迁旅途
中，白鹤 9 月 27 日进入我国境内后
于齐齐哈尔、莫莫格等地夜宿，过程
历时 6 天。9 月 29 日进入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后，停歇 38天。11月
5日继续南迁，途径曹妃甸、东营、升

金湖等地，历时8天，于11月13日到
达鄱阳湖。迁徙过程中，白鹤不断
成长，全身羽毛都换成白色，露出了
漂亮的身姿。

目前，这只白鹤仍在南矶湿地
栖息，钱法文教授带着他的团队在
此跟踪研究。钱法文表示，之前都
是靠肉眼观察白鹤的出现和栖息，
而白鹤迁徙是跨海飞行还是沿海
岸线飞行也不能确定。“这是首次
拿到白鹤的完整迁徙记录，通过这
些记录，我们掌握了以前一些不了
解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首份白鹤
迁徙的完整记录，在学术上和白鹤
保护研究上都有重大意义。白鹤回鄱阳湖的迁徙路线图。

两男子吸冰毒后先弃车再抢车
大广高速上演“毒驾惊魂”

本报讯（记者邹晓华）在2015年的最后
一天，大广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场“毒驾惊
魂”。两名吸毒者驾车时产生幻觉，竟弃车

“逃命”，还抢走路人车辆夺路狂奔。
去年 12 月 31 日 13 时许，赣州市警方接

何某报警称：其驾驶的丰田轿车在大广高速
公路南康服务区被一男子拦下抢走，后快速
驾离。赣州市公安局立即调度赣州、南康、大
余多地警力，在高速路出口设卡拦截。

当天 13 时 30 许，被抢车辆和涉案人员
伍某在大余梅关卡口被成功拦截。10 分钟
后，民警抓获另一名涉案人员马某，同时缴
获两人原先驾乘车辆。伍某、马某归案时表
现出狂躁、焦虑和被迫害妄想等吸毒后致幻
症状。

经查：伍某（27岁，广东省深圳市人，有3
年吸毒史）、马某（21岁，天津市北辰区人，半
年前开始吸毒）两人于去年12月31日早晨，从
深圳驾车上高速驶往天津。两人因吸食冰毒
产生了幻觉，认为车内被人安装了炸药要炸
死他们，便在大广高速公路南康段弃车，伍某
还强行拦下受害人何某的车，驾驶该车以时
速20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伍某的行为已触
犯《刑法》，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目前，南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伍某，对马
某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试点企业投保率不高

环责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
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
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本次环保部
公布的投保企业是目前已经投保环
责险、具有环境风险保障而且保险合
同有效期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及之
后的企业。

记者梳理名单发现，我省投保企
业中绝大部分都来自铜、铅锌等重有
色金属行业，只有 3家来自饲料行业
和能源行业，数量方面远低于周边的
广东、湖北等省份。

“事实上，我省在 2013年底就开
始试点推行环责险工作。”省环保厅
法规处处长林文介绍，当时省里选择
了防控需求最迫切的三个方面进行
试点，分别是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
业，共有61家企业在试点范围内。

据林文介绍，在 61 家试点企业

中，除 7 家企业停产外，只有 31 家企
业投保环责险，投保率为57.4%，保险
责任限额总计3.76亿元，平均每家企
业1212.9万元。

免费“体检”都没人要

“我省投保概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是企业环保意识差，普遍存在侥幸心
理，认为自己不会出事故，所以就不
愿把钱‘浪费’在保险上。”林文说。

记者在承保方案中看到，企业投
保的费用主要与主险基础保险费、企
业类别调整系数、企业风险管理调整
系数、环境敏感区调整系数等有关。
企业环境污染风险越低，保费就越
低。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省企业
普遍处于中等风险状况，31 家投保
企业总保费为512.14万元，平均每家
16.5万元。

为了鼓励企业投保，环责险推行
之初，我省还出台了环境风险免费评
估的优惠政策。“令人尴尬的是，全省

竟然没有企业愿意接受。在环责险
做得好的地方，企业宁愿花上万元也
要主动申请评估。”林文认为，出现这
样的情况，主要还是企业害怕被检查
出问题。

此外，林文也表示，环责险投保
率低还受很多客观因素影响。从法
律层面上讲，我国没有明文规定企业
必须投保。目前，新《环保法》中只是
以鼓励为主，并不具有约束力。“如果
环保部门强制要求企业投保，又会违
反行政法，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尽快出
台相关法律。”林文说。

从保险产品看，我省的环责险
保费较高，保险内容不够丰富，服务
不够优化，容易给企业带来较高的
成本负担，很难吸引企业参与。“此
外，个别试点保险公司不按照统一
的承保方案开展承保业务，降低保
额让企业投保，造成低价恶性竞争，
扰乱了市场秩序，这对尚处于培育
期的环责险市场有很大的影响。”林
文表示。

将全面放开环责险市场

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如
何让更多企业主动加入环责险队
伍？林文表示，未来我省将实现环责
险的“两个放开”——放开保险机构
市场、放开投保企业范围。

目前，我省通过招投标选定了 5
家保险公司提供环责险产品。2016
年开始，我省计划全面放开环责险市
场，所有驻江西的保险机构都可以
进入。省环保厅还要求，保险公司应
结合江西的实际情况，加强产品开
发，满足企业实际需求。

对于投保企业范围，我省也将全
面放开。林文介绍，明年不仅包括重
有色金属矿采、冶炼等高风险、重污
染行业，其他行业企业只要愿意都可
以投保环责险。“投保后，企业出了问
题就能第一时间要求保险机构到场
和理赔，既减轻企业负担，又对社会
起到稳定作用。”

野蛮施工 挖爆水管

不少企业心存侥幸 缺少法律约束

我省环境污染责任险推广遇尴尬
试点企业投保率不足六成 明年将全面开放市场
担心检查出问题 环境风险免费评估竟无人问津

本报记者 陈 璋

近日，环保部公布了
2015年全国投保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

“环责险”）企业名单，共
有17个省、市、自治区的
近 4000家企业上榜，涉
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
学品、危险废物处置、电
力、医药、印染等行业。
其中，我省有 23家企业
位列名单之内。

对此，省环保厅负责
人解释，由于统计方式不
同，我省目前实际有 31
家企业投保，但数量仍然
远低于周边省份，主要原
因是企业投保意识
不强，普遍抱有
侥幸心理。

本报南昌讯 （记者郑荣林）刚刚
开通试运营一周时间的南昌地铁1号
线，第一次遇到了小长假，结果可想
而知——八一广场站、秋水广场站等
地铁站人潮汹涌，堪比春运期间的火
车站。数据显示，南昌地铁元旦三天
的客流量逼近百万人次，成全国最拥
挤的地铁线之一。其中，1 月 1 日的
客流量达42万人次，刷新了全国单条
地铁线路开通试运营一周内的最高
客流量记录。

早在地铁 1 号线开通试运营之
前，地铁运营方就已经预估到元旦期
间会出现客流高峰，而且在运力等方
面已经有所准备，然而，客流量如此
之大，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数据显
示，1 月 1 日，南昌地铁 1 号线客流量
达 42 万人次，首次突破 40 万人次；1
月 2 日，客流稍有回落，全天客流为
30.7万人次；

1月 3日，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尽
管返城返校客流潮叠加，但休闲、体
验客流减少，因此，当日客流量有所
下滑，全天为 23.8万人次。元旦小长
假三天，地铁进出站最大客流均出现
在八一广场站，进出站客流高峰时间
段为14至15时。

据了解，截至南昌地铁开通前，
全国单条地铁线路开通试运营一周
内的最高客流量为长沙地铁的 35 万
人次，而本次南昌地铁的 42 万，无疑
又刷新了全国纪录。

其实，在 2015 年的最后一天，南
昌地铁1号线就已被“挤爆”了。

当日客流量达到 32.3万人次，由
于学生客流、节假日客流以及体验客
流的相互叠加，八一广场站、秋水广
场站一度出现客流积压现象。地铁
运营方及时发布提示，在秋水广场观
景的市民如发现站台客流量过大，可
步行至地铁大厦站乘车，并建议年长
年幼者避峰出行。

为此，有网友调侃：南昌地铁各
大院线上演精彩跨年夜大片——《瑶
湖西登陆战》《杀出秋水广场》《地铁
大厦求生记》。

实际上，地铁运营方已经尽了最
大努力。跨年夜的南昌地铁秋水广

场站人山人海，工作人员打开闸机，
一批一批地开闸免费放行。有网友
戏称：“第一次坐地铁就碰到了免
费。”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
副总经理陆鹏说，为应对客流高峰，
地铁运营方采取了限流措施，并将备
用车由 2 列增加到 4 列，平均加开 15
至20班次列车，以及增派工作人员等
举措来应对高峰客流叠加的情况，避
免车站的站厅和站台出现过分拥
挤。“元旦期间地铁虽然拥挤，但总体
运营平稳有序，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
应对了客流高峰。”

3天客流近百万人次 南昌地铁“跑火”
刷新试运营客流记录 成全国最拥挤的地铁线之一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通
讯员邹文斌）自去年 12 月 30 日正
式下达征收决定，截至今年 1 月 3
日，5天时间，南昌地铁3号线（青云
谱段）住宅征收签约率约92%。

地铁3号线（青云谱段）项目需
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涉及被征收户约 94
户，其中住宅72户。安置方式采取
货币安置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产
权调换安置房设在十字街综合安
置小区，在目前已经签约的66户住
宅中，全部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其
余未签约的，有的居民在外出差，
有的因为家庭未达成一致意见，宣
讲员正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据青
云谱区旧改第四指挥部综合办干
部曹斌介绍，为快速推进房屋征
收，50多名宣讲干部元旦期间放弃
休息正常上班。

1月 1日，家住迎宾大道 666号
江铃梨园小区一区 5 栋 3 单元 302
室的龚云辉早早来到青云谱区旧
改第四指挥部。他告诉记者，自家
房屋二室一厅，面积 56.46 平方米，
一家三口住了24年。“原来的房子，

空间小，结构不好，周边卫生状况
也较差。”他和许多被征收户一样，
签订了预征收协议，提取了部分征
收款作为买新房的首付款。按照
征收补偿方案，这次龚云辉房屋评
估价格为 456196 元，加上搬迁补
助、奖励、提前签约奖励等，共拿到
678627 元征收款。“能为南昌地铁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又能改善住
房，一举两得。”龚云辉对今后的生
活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根据征收补偿方案，
地铁3号线（青云谱段）房屋征收私
房住宅 1 月 28 日前搬迁奖励最
高。征收私房住宅的补助及奖励
方面，对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
人在补偿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搬
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交房的，另按被
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20%给予补
助。同时，被征收人在补偿签约期
限内提前签约并完成搬迁交房的，
再按时间分段给予奖励。每提前
一天签约并完成搬迁交房的按每
户每日 300 元奖励，最高奖励每户
不超过 1.2 万元，即在 2016 年 1 月
28日（含）前搬迁交房。

地铁3号线（青云谱段）建设进展顺利

住宅征收签约率超九成

装上卫星跟踪设备 从江西到西伯利亚飞了个来回

鄱阳湖白鹤万里迁徙路线揭晓
总行程1.15万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112公里/小时

1月3日下午，南昌地铁1号线内拥挤的客流。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