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
象
·
旅
游

JIANGXI DAILYC2
2017年11月20日星期一城 事 ■ 责任编辑 彭 平 钱鹰飚 美 编 刘济海

本报讯（记者赵影）随
着天气转冷，赏枫叶、泡温
泉等冬季游主题产品纷纷
上架。日前，记者从省内旅
游市场获悉，2-3天行程的
周边短途游最热门。驴友
和摄影爱好者是赏枫主力
军，而温泉游以家庭群体为
主。周末期间，周边休闲度
假为我省居民“泡温泉”的
主要消费特征之一。

11 月上旬以来，我省
庐山、婺源等赏枫热门地人
气爆棚。火红的枫叶层林
尽染，吸引摄影爱好者和
驴友纷至沓来。据了解，即
日起至 12 月上旬，是婺源
石城赏枫的佳期，早晨天气
晴好最利于摄影拍摄。

温泉游产品逐渐进入
预订高峰，以家庭为单位的
出游咨询最多。据预计，年

底、元旦期间出游量将明显
增长。记者从位于南昌市
阳明路的一家旅游门店了
解到，从 11月至明年 2月，
均为温泉游消费旺季，温泉
产品将贯穿整个冬季旅游
市场，泡温泉成为我省居民
冬季休闲度假的重要选择
之一。

据了解，我省居民较
青睐武功山君澜温泉、明
月山温汤富硒温泉、大觉
山法水森林温泉等省内温
泉地，除泡温泉外，还可赏
红枫、银杏等。省外方面，
南京汤山温泉度假区、苏
州乐园四季悦温泉、佛山
三水芦苞温泉度假村、天
目湖御水温泉、南昆山温
泉大观园等地的温泉游产
品咨询、预订量较高。

记者从同程旅游获悉，

上饶游客的温泉人均消费
在省内最高，人均达457元，
为全国人均消费210元的2
倍多，宜春、九江、南昌等地
的温泉消费需求紧随其
后。另外，出游时间主要集
中在周末。

“‘双十一’网上促销，
买了一款日本游产品，可选
择赏枫叶、泡温泉等，价格
较平时便宜近三分之一。”
郭女士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中小城
市温泉消费水平提升和游
客对国内外温泉地选择多
样，进一步说明以养生、休
闲为特征的温泉游产品正
展现强劲吸引力，人们对于
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长，市场期待更多高品
质休闲度假产品以更好地
满足人们更高的追求。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
黎明）11 月 17 日起，今年
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来
袭，在我省多地升级为寒
潮，全省气温呈现“断崖
式”下降趋势。受冷空气
影响，南昌出现大风、降雨
和降温天气。如果冷空气
持续发力，南昌很可能进
入气象学上的冬天。

上周，南昌阴雨不断，
气温起伏，不少群众穿上
了羽绒服。有网友感叹：
南昌有一秒钟变冬天的感
觉。气象监测资料显示，
立冬以来，南昌最高气温
从接近 30℃，降到 20℃，再
降到 11℃，温差近 20℃。
上周末，随着小雨降落，北
风呼啸，寒意更明显。气
象专家表示，最近气温低
迷，雨水和北风都比较强
劲，“湿寒”和“风寒”双管

齐下，人的体感温度会比
实际气温低。由大风引起
的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低
的现象，气象学上称为“风
寒效应”。

“其实，这种异常暖和
现象，也叫冷空气锋前增温
效应。”气象专家解释，因冷
空气前沿多为偏南风，冷空
气影响后多为西北风。冷
空气逼近时，一方面受偏南
暖湿气流控制，另一方面冷
空气把原占主导地位的暖
气团迅速挤压到狭窄区域
聚集增温。所以，秋冬天遇
到特别暖和的天气，有经验
的人知道或有冷空气来临。

果然，17日起，寒风瑟
瑟，雨水降临，气温骤降。
近日，南昌以阴天为主，小
雨偶尔来客串，气温稍有
回升，周三最高可达 14℃。

大家关心的是，此波

冷空气是否会将南昌拽进
真正的冬天？

专家说，一般来说，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我
省由北到南依次进入冬
季，南昌平均入冬日为 11
月 26日。

“这波强冷空气能否
让南昌进入气象学的冬
季，还得看它能否让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低于 10℃。”
专家称，如果冷空气加强，
气温下降的趋势会加快，
南昌就会进入气象学上的
冬天。

南昌天气：
20日：南昌小雨转阴，

7℃～11℃；
21 日：小 雨 ，9℃ ～

11℃；
22 日 ：小 雨 转 阴 ，

10℃～14℃。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日前，南
昌市教育局印发《关于落实建档立卡学生
资助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
在进一步抓好全市建档立卡学生资助全
覆盖工作，确保做到一个不少一项不漏。

《通知》要求，各级各单位要切实做到
对本地、外来建档立卡学生一视同仁，再
次组织对本地、外来就读学生进行排查，
摸清学生中的建档立卡学生数及资助情
况；要完善建档立卡学生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台账，对符合国家资助政策的全部纳

入资助系统进行资助，对不符合资助政策
的要及时汇报，对未发放的资助金要在11
月底前发放到位。

南昌市教育局强调，各县区要对本地
在外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情况进行核实、
掌握。各单位要相互配合，互通信息精准
地核查户籍地发来的建档立卡学生情况，
并及时向户籍地反馈建档立卡学生就读、
资助情况；对在外市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
资助情况，户籍地工作人员要通过电话或
帮扶干部等途径进行了解、核实。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教育部办公
厅、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公布全国
职业院校旅游类示范专业点名单的通知》，
北京市外事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
业等73个专业点成为全国职业院校旅游类
示范专业点。据悉，我省江西工业贸易职
业技术学院的酒店管理专业与江西旅游商
贸职业学院的酒店管理专业成功入选。

据了解，本次入选的示范专业点总体
呈现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产教深度融合支撑人才供给优化，形成

覆盖全产业链的优势专业群，专业内涵体
现行业最新发展等特点。各地旅游行政部
门、教育行政部门将在政策、资金和项目安
排等方面对示范专业点建设予以倾斜支
持，并做好跟踪指导、经验总结和宣传推广
工作。各相关职业院校将进一步完善并落
实好专业建设规划，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和实
训基地建设，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更
大范围内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全国职
业院校旅游类专业建设水平的提高。

“三级河长”
当好“水保姆”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吕富来）一条河流环绕婺
源县江湾镇汪口村，河水清清，

“河长”就像“水保姆”，保护一河
清水。

日前，在汪口村开展“清河”
行动的村级河长俞有伟说，为当
好“水保姆”，在巡河过程中，不
论是污水、垃圾还是违建，凡是
影响河流水质、景观的，落实河
长责任一点都不含糊。“河长制
微信群就像‘千里眼’‘顺风耳’，
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据了解，在落实河长制工作
过程中，婺源制定河长制六项工
作制度，明确工作要点及考核方
案，形成水环境治理“上下联动、
部门合力、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良好局面。目前，该县明确县
级河长14人、乡镇级河长183人、
村级河长 321人。并建立流域面
积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中型水
库的河库名录，实现每条河流都
有河长。此外，婺源还组织广大
志愿者任“编外河长”，大家争当

“千里眼”“顺风耳”，形成呵护
“一河清水”的强大合力，快速处
理出现的情况。

11月15日，
德兴市海口镇江
田 村 一 钓 具 企
业，女工在车间
细致地穿线加工
鱼钩。

目前，由当
地300余名妇女
加 工 的 鱼 钩 钓
具，品种达100余
个，销往广东、福
建、江苏、浙江等
地区。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养生、休闲旅游展现强劲吸引力

赏枫叶+泡温泉 冬游市场很火热

强冷空气来袭 在我省多地升级为寒潮

南昌离真正的冬天还有多远？ 气象·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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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落实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政策 我省两专业入选旅游类示范专业点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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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河水
保护·古城

11月18日，南丰县琴城镇的古城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当地政府投资约
100亿元对该片古城区域进行保护与开发。

据悉，该片古城区域历史悠久，共有1600余米的明清古城墙、160余处明清古
建筑，具有重要的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价值。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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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举行中小企业发展论坛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1月 18日，由江西

省工信委指导，江西省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17
年江西省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在南昌举行，500余
名赣籍企业家代表参加论坛，与国内经济战略专
家共同探讨赣企发展规划。

据悉，本次活动以塑造江西中小企业新形象、
助推中小企业新发展、打造中小企业学习、交流与
共享服务新平台为主旨，聚焦“突围与脱困：中小
企业的创新创业与转型升级之路”为主题，并完成
了江西省中小企业协会第四届换届大会。

“鄱商”回鄱阳投资27亿元
本报鄱阳讯（记者余红举）11月18日，“圆梦

鄱阳、同心同创——2017 鄱商回归大会”在上饶
市鄱阳县召开，来自全国多地的20多家异地鄱阳
商会代表及成员千余人参会。大会现场，举行了
友好合作签约、入园企业签约仪式。据悉，仪式上
签约的项目共16个，签约金额共27亿元。

近年来，鄱阳县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加快发展，大力实施“鄱商回归”工程，打造“鄱阳
制造”新名片，促进资金回流、人才回归、创业回
乡。目前，全国异地鄱阳商会数量超过 20个、会
员总人数超过 2万，鄱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最大
的“县级商帮”之一。

骑单车上高速 民警及时拦下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11月 19日上午，江西

省赣州市大余县境内赣韶高速公路上，竟有一名
男子骑单车，幸亏民警及时将其拦下。

当日 11 时，省高速交警八支队三大队接警
称，见一名男子在高速公路上骑单车往赣州方
向。当民警找到该男子时，发现其骑单车正快车
道左侧贴着护栏骑行。民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将其带到应急车道。

原来，该男子是安徽人，之前在广东一直没找
到合适的工作。眼看快过年了，想回家与家人团
聚，但又没钱，所以决定骑单车去韶关找事做挣回
家的车费。为图省事，男子就从收费站偷偷地上
了高速路。了解情况后，民警对该男子进行了批
评教育，同时告知该男子走反了方向，去韶关应南
下而不是北上。同时，考虑到该男子身无分文，便
利用微信转账与过路热心司机换取了 40元给该
男子，让他买食物充饥，并叮嘱他不要再骑单车上
高速。

“钩”出产业路

广福镇村民乐享“阳光财富”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11月 12日，投资

1.2亿元、占地面积 50亩的江西辰天豆业有限公
司，在南昌县广福镇竣工投产刚“满月”，即挂牌成
立了企业扶贫工作室，对接贫困户就业、接受扶贫
资金入股，探索“租金+薪金”的产业化扶贫新路。

据悉，广福镇利用村委、学校、敬老院等公共
场所房顶、院落建设光伏电站，充分利用闲置资源
为村集体增加收入，特别是为贫困、失去劳动能力
等无收入来源人群提供稳定的长期收益。目前，
全镇 14个村建了 124家户站，三分之一以上贫困
户受益。

当地村民高兴地说：“现在晒太阳也赚钱！”

11月19日，游客体验完南丰“橘园游”后在昌福铁路南丰站排
队上车。

时下正值南丰蜜橘采摘时节，采摘蜜橘成南丰县“橘园游”的重
头戏，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据统计，自蜜橘开摘以来，南丰县已接
待游客20多万人次。 特约通讯员 袁 智摄

橘
园
游

丰城光伏发电促居民增收
本报丰城讯 （记者童梦宁）丰城市不少居民

利用家中闲置屋顶场地安装太阳能发电板，不仅
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环保用电生活，还将富余电
量卖给电力部门，以此实现增收。近日，记者了解
到，国网丰城市供电公司出台了规范光伏发电并
网服务工作制度，全过程加强管理，优化并网流
程，简化用户申请并网程序，使更多用户增收。

据了解，丰城市将光伏发电项目作为推进经
济发展转型升级，以及解决当地百姓脱贫、增收的
重要途径之一。近2个月，包括10户贫困户在内，
国网丰城市供电公司已累计受理175户用户申请
光伏发电项目，当前成功装机发电的达157户，总
容量达12530千瓦，其中139户项目正式投入并网
运行，并网发电总容量为 12360千瓦。据初步估
计，这些用户家庭用电“自给自足”同时，将余电量
当蔬菜一样卖给当地电力部门，平均每户每年可
增收三四千元。

国网丰城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为将“光伏发电”精准扶贫项目及助民增收
服务做好做实，该部门为每户制订配套的光伏发
电项目接入系统方案，开辟绿色通道，从业务受
理、现场勘查到装表接电、并电入网等流程实施

“一条龙”服务。配备客户经理提供全程跟踪服
务工作，对已并网的用户开展延伸服务，不定期
上门帮助检查维护发电设备，了解用户需求，宣
传讲解光伏设备后期维护及电费结算方式等知
识，确保电网供电安全及用户光伏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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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永丰县潭城乡龙洲村的农民忙于油菜田间管理。
据悉，永丰县农民充分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今年新增油菜种

植面积2000多亩，油菜种植已成当地农民增收脱贫的致富产业。
通讯员 刘浩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