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0日中午12时整，鄱阳湖碧波荡漾，晴空万里。在新建
区南矶乡10个渔船码头，随着开湖的鞭炮响起，1000多条渔船开
足马力驶进鄱阳湖。当天，鄱阳湖结束为期3个月的禁渔期，渔民
可以进入湖区开展捕捞。

从2002年起，鄱阳湖开始实行全湖范围禁渔制度，在每年3
月20日12时至6月20日12时的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由于今年丰水期较往年提前了一个多月，渔民们期待会有个好收
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鄱阳湖开渔喽！

开渔首日开渔首日，，渔民收获颇丰渔民收获颇丰。。

余干县锣鼓山码头，渔船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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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37.3℃！
6月20日，在经历了一场强降雨天气
之后，副高迫不及待地占据天气舞
台，永新县成了当天我省高温冠军。
高温预警的拉响，我省开始大踏步进
入盛夏。

南昌气温达近期之最
当天15时07分，南昌气温达到

近期之最，为 34.2℃。与此同时，我
省多地气温全面飙升，告别前段时
间的连绵雨水，迎来本周连续数日
的晴热。

监测显示，20日我省共有 20个
县市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以永
新县 37.3℃为最高，这也是当天全
省唯一一个超过37℃的地方。

20日白天，强降雨明显减弱，省
气象台于上午9时30分发布了高温
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未来 72小时注
意防范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其

中，21 日日最高气温可达 35℃至
37℃，22 日至 24 日晴热程度升级，
全省最高气温 36℃～38℃，中北部
局部可达39℃。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由于处在
副高边缘，我省多地午后将有雷阵
雨天气，提醒户外劳作人员注意防
范雷电灾害的发生，各乡镇城区也
要做好防雷措施。

大雾天能见度仅200米
6 月 20 日清晨，一场大雾毫无

征兆地笼罩了洪城，能见度不足500
米，该市气象部门发布了大雾黄色
预警。其中南昌县最低能见度只有
200 米，青云谱区为 1400 米。气象
专家称，南昌即将进入盛夏，这个时
候出现大雾天气确实不多见。

当天清晨，南昌被大雾裹得严
严实实，不远处的建筑若隐若现，宛
若仙境。隔着赣江，根本看不到对

岸的房屋。在红谷滩新区秋水广场
看去，对面滕王阁已经不见踪影。
八一大桥和南昌大桥也在雾气的掩
盖下看不清轮廓。过往车辆纷纷开
启雾灯，小心翼翼行驶。

有趣的是，大雾不按套路出牌，
但空气质量却非常好，当天，南昌的
为一级（优），8个监测站显示的AQI
指数均低于 50，且无主要污染物。
南昌当天的空气质量击败了全国
59% 的城市，空气质量城市排名
147。

气象资料显示，我省每年雾天
平均有 35天，但夏季极少有雾。气
象专家说，夏季因为温度较高，水汽
难以冷凝，难以形成雾。对于此次
大雾天气，专家解释说，主要原因有
三个：一是前些天南昌降雨天气较
多，空气湿度较大；二是头一天夜
里，近地面气层降温增多；三是由于
洪城风力较小，大气层相对稳定。

本报讯 （记者刘斐）6 月 19 日
14 时 30 分左右，南昌县塘南镇新图
村的上空正打着雷，暴雨即将来
临。当天，先后有两名村民被雷电
击中，不幸身亡。

“他仰倒在田里，离田埂只剩几
步了。”罗先生告诉记者，死者是他
的弟弟，当时他弟弟在田里平整秧
田。“就快下雨了，他当时可能就是
往田埂上跑，去拿雨衣。”

村民罗某被雷击倒后不久，正好
被一名村妇发现，她立即跑回罗某的
家中报信。随后，罗某的家人把伤者
送往医院，在途中碰到赶来的急救人
员。急救人员判定罗某已经身亡。

“再过一天，也就是今天，是我
弟弟 39 岁的农历生日了。”罗先生
称，他弟弟的后脑勺被雷电灼伤，头
发被烧焦了，手臂也被撕出一道口
子。19 日，从南昌县塘南镇新图村
村干部刘录义处，该消息得到证
实。由于死者罗某家中还有一儿一
女，目前仍上学，所以村干部将积极
帮他家申请救助金。

罗某遭雷击后不到两个小时，
南昌县塘南镇民主村村民李某也遭
遇同样的悲剧，不幸身亡。据民主村
村委会李主任介绍，当时刚下完暴
雨，死者李某在水田里拔秧时，被雷
击倒，“手腕都被烧黑了”。

借力赣江新区 打造“跨江临湖、揽山入城”大南昌

未来5年 南昌城市建设要大提速
实施临空经济区和向塘新片区整体开发 谋划扬子洲开发
轨道交通1号线将延伸至机场 规划5座跨江大桥2条隧道

37.3℃！暴雨刚走高温又来袭
南昌出现罕见夏雾 周三起晴热升级

南昌县两村民遭雷击身亡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余
红举）南昌的城市发展方向，将从之
前15年的“跨江发展”，变为“跨江临
湖、揽山入城”。6月20日，南昌市政
府新闻办和南昌市发改委联合召开
该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
会，其中涉及民生福祉和生态文明
的指标接近70%。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南昌市发
改委总经济师柳华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南昌将实施富民增收计划，未
来5年南昌人腰包将更鼓。

赣江新区：拓展未来
中心城市发展空间

6 月 6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
江西赣江新区。这标志着赣江新区
正式获批，成为中部地区第 2 个、全
国第18个国家级新区。

南昌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
出，将赣江新区打造成为我省对接

“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长江经济
带的战略支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战略支撑，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高
地，江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引爆
点，以及新一轮全方位扩大开放的
战略平台。

“南昌将按照规划设计，积极研
究推动赣江新区的建设。目前正在
研究推进承接赣江新区落地工作，
与省里共同研究编制赣江新区发展
规划，新区组织架构、体制机制、交
通、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将在规划中
予以明确。”柳华说。

柳华表示，赣江新区是南昌发
展的重大利好，为南昌城镇化拓展
了巨大空间。“按照国家定位，赣江
新区是未来产业和城镇化融合发展
的区域，是未来中心城市发展的空
间，有利于加快昌九一体化、高端高
新产业的发展。”

接下来5年，南昌市将打造成什
么模样？柳华告诉记者，顺应国家
级赣江新区的设立，南昌城市将向
北纵深推进，从“跨江发展、沿江拓
展”转向“跨江临湖、揽山入城”，城
市主轴线定位赣江，为南昌城市从

“赣江时代”走向“鄱阳湖时代”、从
内陆滨江之城走向世界大湖名城定
桩破局。

柳华认为，“跨江临湖、揽山入
城”就要借助赣江新区的建设。他
说：“赣江新区获批实际上明确了南
昌的发展方向，将加快揽山入城、跨
江临湖的城市建设，使南昌真正成
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城市建设：旧城复兴
新城打造

南昌市发改委主任黄耀华说：
“《纲要》还重点明确了南昌市未来
城市架构以及‘十三五’时期旧城复
兴、新城打造、环境保护、快速交通
等主要任务措施。”

黄耀华告诉记者，旧城复兴也
是南昌建设山水都市的重要环节。
从今年开始，南昌将重点复兴东西
湖核心区，完成青山湖西岸、临江商

务区、坛子口服务业繁华区建设，对
省行政中心和洪都原址进行现代商
业功能开发。

规划建设一批城市交通枢纽型
商业集聚区。对赣江岸线及城市湖
岸进行再梳理开发，保持足够和足以
体现水城风貌的公共亲水空间。将
北起阳明路，南至洪城路，西起赣江、
抚河，东至八一大道范围划定为历史
城区，规划建设万寿宫、绳金塔、佑民
寺、进贤仓等历史文化街区。

而对于新城的打造，此次规划
中也明确了主要措施。今后五年，
南昌实施临空经济区和向塘新片区
的整体开发，并按照世界标杆的低
碳生态之岛目标，研究谋划扬子洲
片区的开发建设。

除了对九龙湖新城进行建设。
今年起，朝阳新城将打造成南昌市
特色鲜明的总部经济带，向塘新片
区打造全国重要的公、铁、水运资源
齐备的多式联运物流枢纽，并规划
建设 5 座跨江大桥、3 座过江隧道。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期间，南昌市
将实施完善对外交通、缝合两岸道
路交通、优化内部路网组织、提升公
共交通与扩展慢行系统四大内容：
将规划 5 条通道：张洲港大道、丹霞
路-英雄大桥、东莲路-新鸿大道、小
蓝大道-生米大街、绕城高速南；规
划 5 座跨江大桥：生米南大桥、绕城
高速南大桥、青山湖大桥、七里港大
桥、张洲港大桥；规划3座过江隧道：

除在建的红谷隧道外，还有扬子洲、
九龙湖隧道。

民生保障：交通畅、腰
包鼓、上好学、保健康

“在关于民生领域，近12万字南
昌市‘十三五’规划，有约5万字是直
接、间接关系民生。”柳华介绍道，例
如出行，今后现代有轨交通等多种
形式的中运量公交，将在南昌开始
唱主角。“南昌将形成复合公交走
廊。”柳华说，“力争到2020年中心城
公交出行比重、轨道交通占客运量
比重均达到60%以上。”

未来五年，南昌市将落实“线网
5 条，站点 128 座，总长度约 168 公
里”的轨道交通规划，加快轨道干线
建设，争取每年新建一条、竣工一
条，到 2020 年轨道线基本成网运
行。轨道线成网基础上，南昌又提
出增加都市核心区 A 字形快速轨道
交通层次。将有 3 条快速轨道交通
线路：快线1主要联系昌北机场枢纽
与昌南旧城区火车站枢纽；快线2主
要联系西客站枢纽与昌南旧城区火
车站枢纽；快线3主要联系昌北机场
枢纽、红谷滩与西客站枢纽。还将
延长或调整部分线路走向：新增1号
线机场延伸线；新增 3 号线支线、延
伸3号线和4号线。

与此同时，在“十三五”规划中，
南昌市明确提出实施富民增收计

划。柳华告诉记者，南昌工资水平
在中部省会城市次于武汉、高于长
沙和合肥，但工资水平与房价相比
却仍然偏低。“十三五”期间，预期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年均增长 10%左右
和11%左右。

“十三五”期间，南昌市在全省
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全面普
及公平、有质量和包容发展的 15 年
基本教育。到 2020 年，基本普及学
前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
以上，公办幼儿园数量和在园人数
占比达到50%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到97%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93%以上，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42%以上。

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到 2020
年，全面建设市级人口健康信息平
台，积极推进居民健康卡与社会保
障卡、金融 IC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
服务卡的应用集成，实现就医“一卡
通”。并巩固完善社区居民 15 分钟
医疗卫生服务圈。

我省招收370名定向医学生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6月20日，记

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我省继续实
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以下简称“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项目，拟招收370人。

据了解，定向医学生只招收农村学生。
报考学生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
须在农村，学生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
户籍，同时考试需符合高考报名条件，此外还
要求考生身体健康。

今年，我省实施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
目分为国家项目和省级项目两类。其中，国
家项目招录定向医学本科生 200 名，招录院
校、专业和名额分别为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
学专业 50 名、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50
名、九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30 名、井冈山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40名、宜春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 30 名；省级项目招录定向医学专科生 170
名，全部为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公共卫
生工作），招录院校和名额分别为赣南医学院
50 名、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0 名、省卫生
职业学院50名。

据悉，对定向医学本科生，中央财政给予
每人每年补助 8000 元；对定向医学专科生，
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年补助 5000 元。补助
资金用于减免定向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
费和住宿费，如有剩余，多出部分以生活补贴
等形式发放。

定向医学本科生毕业后，须参加全科专
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 年，在乡镇卫生院
连续服务时间不少于 6 年（含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时间）；定向医学专科生毕业后，在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修半年，在乡镇卫生
院连续服务时间不少于 5 年（含进修时
间）。定向医学生报到后纳入乡镇卫生院编
制内管理，保证有编有岗。

我省加大力度查处污染企业
本报讯（记者陈璋）近日，环保部对外通

报了2016年4月全国各地《环境保护法》配套
办法执行情况以及与司法机关联动情况。其
中，我省共实施限产、停产 3 起，涉嫌污染犯
罪移送公安机关1起。截至4月底，我省今年
共实施查封、扣押 1起，限产、停产 8起，涉嫌
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 1 起，按日连续处罚
和移送拘留案件均未发生。

此外，环保部还表示，在今年5月12日公
布的一季度环境质量改善较慢且执法力度有
待加强的地方中，我省名列其中，但此后迅速
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宜春市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工作的通知》，利用一
个月的时间开展系列环保专项整治，着力解
决工业企业违法排污、企业未整改关停到位、
空气质量下降等突出环境问题。

东乡拍卖30辆机关公车
本报讯（记者刘斐 通讯员饶方其）6月

19日，东乡县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首场拍
卖会如期举行，近百名竞买人参与竞拍，30
辆拍卖车辆全部拍卖成功，成交总价 73.1万
元，平均溢价率49.91%。

拍卖会成交价最高的是一辆北京现代，
起拍价2.26万元，最后成交价4.8万元。据了
解，该县与拍卖公司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邀请了县财政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交警大队等相关单位人员到场监拍，
确保了拍卖会有序地进行。

@井冈山大学王永超：来泰和四
中任教快一年了，每次看到这熟悉的身
影，心中满满的钦佩。如果说他是在作
秀，怎么可能选在一个周末没几个人的
校园里？怎么可能坚持一年四季？我
佩服他——泰和四中校长肖祖荣！

校长甘当“扫地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