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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明杰）挂起时间表，项
目建设的“脉络”清晰可见。日前，我市高
铁新区项目已成立了服务推进机构，并启
动了规划修编、水系改造临时过渡性工程
和征地拆迁等工作，各项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

据了解，高铁新区位于九江县沙河街
镇、沙河经济开发区、狮子镇、城门乡界内，
东至庐山站东广场，南至杭瑞高速，西至通
江大道，北至武九客专铁路，总占地面积
28平方公里。高铁新区将重点打造高铁
交通枢纽、城市综合体、狮子物流园。同
时，依托岳母墓、岳飞夫人墓和狮子洞景

区，建设高铁生态文化园，发展文化旅游、
旅游地产、生态旅游、观光休闲等产业。

目前，高铁新区已成立了服务推进机
构，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督查、一月一
通报，督促各地各部门倒排工期，分解任
务，落实责任，加强协调，积极推进各项工
作。同时，九江县启动了《九江县城市总体
规划(2012—2030)》修编和九江高铁新区规
划编制工作，并委托九江市城市规划市政
设计院进行前期资料收集工作，1月份，确
定江西省基础测绘院为高铁新区地形图测
绘单位，现地形图测绘作业基本结束。九
江县还按临时过渡性方案启动水系改造临

时过渡性工程，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预计在
3月底汛期前完工。此外，征地拆迁工作
也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征地 437.8
亩，占总面积的 82%；已初评 212栋，占总
数的 68.2%；复评 155栋，占总数的 49.8%；
拆除 80栋，占总数的 25.7%，迁坟 494穴；
公建房已拆除1个屠宰场，3个学校已评估
2个，正在与铁路方协调 1个，满足了施工
要求。其余房屋的拆迁工作也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

当前，各相关部门正通力合作、积极作
为，全力服务高铁新区路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高铁新区项目建设“挂表”推进
已完成征地437.8亩，占总面积的82%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婧）3月
17日，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春节过后，
全市陆续举办超过 200场招聘会。不
仅如此，今年，我市还制定了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 5.4万人的目标，职能部门联
动各园区企业主动出击，九江市就业
局将动态监测企业数扩大到140家，并
在全市积极铺开多级联络渠道，线上
线下融合互动，还与南昌、黄梅等地建
立人力资源合作关系，搭建完善的供
需平台。在上海从机械一线做到总工
的九江人王洪，放弃年薪十多万元选
择返乡，如今他不仅配合企业在 2016
年研发、改良 150多种新产品，还对团
队45名技术员有着指导带动作用。九
江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4号车间主任王
洪说：“让他们自己动手去做，放手让
他们去干，然后我再去指导，就是在指
导他们怎么样去把产品做出来，怎么
样去达到产品的实际要求，或者说能
够在他们设计的基础上，能够更提高
一点。”

近年来，我市先后实施“绿色通
道”引才、高端人才企业集聚计划等，
为行业企业牵线搭桥，畅通人才通道，
全市人才总量已达 69万人，引进博士
150多人，引领各行各业发展。九江市
人社局专计科副科长但翠峰説：“我们
将持续关注企业科研需求，实地调研，
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博士后工作站，引
进博士后科研人才，解决企业的科研
难题；同时，定期派送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到国外、境外研修，进行业务拓
展，夯实百千万人才队伍，充分发挥高
层次人才领军作用。”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刚/摄）3月14日，九江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组织 30余人的志愿者，深入人
员密集场所、汽车站、火车站，就如何选
择正规客运车辆、规避安全隐患、提高
自我防范意识进行了“平安出行，拒乘
黑车”的宣讲活动。市运管局通过此次
活动，提醒市民抵制“黑车”，缩短“黑
车”生存空间，为“打违治乱”行动的进
展提供助力。

活动中，志愿者以现场讲解、发送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向
过往市民宣传乘坐“黑车”的危害，号召
市民从维护自身权益及家庭幸福的角
度自觉抵制“黑车”，并讲解通过查看车
身、查看服务质量监督卡、查看计价器、
查看司机态度、查看线路标志牌的方式

辨识“黑车”，提高市民的辨别意识和能
力。

讲解中，一名市民问道：“如果不小
心坐上了‘黑车’，怎么办？”志愿者告诉
他，首先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要直接
向对方说“投诉”、“举报”之类的话，下
车后再拨打 12328 服务热线举报。举
报时要说明乘车的时间、地点、车辆号
牌及车型等信息，为执法人员定点打击
创造条件。

活动中还提醒，如发现或乘坐的正
规客运车辆违规上下客、违规装载危险
品，出租车拒载、不打表、不按计价器收
费、不提供正规发票、倒客、违规拼客、
甩客及其他不文明服务行为的，采取保
存发票、用手机记录违规过程等方式留
存证据，拨打12328服务热线举报。

2017年
全市计划新增
就业5.4万人

平安出行 拒乘“黑车”

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如何辨别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如何辨别““黑车黑车”。”。

文化市场执法力度加大
去年检查娱乐场所391家

本报讯（杨军 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近
年来，我市文化执法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加
大执法力度。同时严格依法行政，规范程
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现对网络市场全
方位、无缝隙监管。去年，全市共出动检查
人次2432次，出动车辆608台次，约谈业主
212人，落实日常巡查规定，全年共检查娱
乐经营场所 391家，监管演出经营活动 55
场次。

据了解，去年成功查办了“七空间微幕
咖啡屋”、“浔视界私人咖吧”放映侵权影片
案件，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婧）3月 16
日，市烟草专卖局举办新闻发布会，就
2016 年度全市卷烟市场情况和今年春节
前全市卷烟市场打私打假整治成果及具体
措施进行了介绍。

据悉，2016 年，我市共出动打假人员
5547人次，查处涉烟违法案件 1223起，其
中 5万元以上重案 79起，同比增长 5.3%；
查缴非法卷烟70711.4条，其中假烟8168.1
条，同比增长 479%，走私烟 831.2条，涉案
金额993.21万元。据市烟草局副局长吴敏
忠介绍，2016 年，市烟草专卖局以“端窝
点、打源头、抓主犯、破网络、净市场”为主

线，形成了公安、工商、交通、邮管、高速交
警、文化等部门的联合打假长效机制，形成
多方互控、紧密协作的卷烟打假协作战
线。今年，我市继续加强市场监管和打假
破网力度，1月份，我市共查处涉烟违法案
件562起，其中5万元以上重案23起，查缴
各类违法卷烟 12747 条，其中假烟 6911.1
条，走私烟 229.6条，为地方财政及消费者
挽回直接损失400余万元。

如今，“互联网+物流快递”新型涉烟违
法犯罪日益猖獗，对此，市烟草专卖局集中
开展了互联网环节涉烟违法行为的专项整
治。并根据季节性卷烟市场的特点，突出

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前后的市场管
控，并先后开展四次重大传统节日专项整
治行动。与此同时，市烟草专卖局还研发
了“户外作业平台”“三重平台”系统平台，
通过信息系统筛选重点监管线索，就可查
找销售异常重点违法嫌疑对象，实施精准
管理。

据吴敏忠介绍，假烟不仅损害国家和
消费者的利益，对消费者身体健康还会造成
更大的危害。因此，他提醒广大消费者，购
买卷烟时要到正规渠道购买，避免买到假
烟。如果消费者买到假烟或遇到经营者售
卖假烟，可以拨打12313向烟草部门举报。

“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展开
举报电话：12369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近日，市
环保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散乱污”企
业（项目）专项整治工作。“小散乱污”企业
和“十小”企业是这次整治的重点内容。“小
散乱污”企业包括：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
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以及环
保手续不全。“十小”企业包括：不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小型制革、印染、造纸、炼焦、塑
料加工、电镀、染料、农药等“十小”企业。

据了解，整治时间从 2017 年 3 月至 4
月。3 月 11 日至 4 月 11 日为综合整治阶
段，对发现整治范围内的企业进行分类整
治。4 月 12 日至 4 月 30 日为巩固提高阶
段。整治工作举报电话：12369。

今年考研国家线已经公布
考生可申请调剂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婧）3月16日，
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教育部日前发布了《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开始，17日起可以申请调剂。

考生可登录教育部网站查询各专业分
数要求。为方便考生调剂，3月17日至4月
30日，教育部将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
网址：http:/yz.chsi.cn)开通“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符合条件且有调
剂愿望的考生可及时上网了解调剂信息和
调剂系统的使用方法，按要求申请调剂。

我市5所学校获评
省第六批“绿色学校”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经县、
市、省三级环保、教育部门的评选、审核，江
西省有 43所学校被评为第六批省“绿色学
校”。其中，我市获评的学校有 5所，分别
是市长虹小学、彭泽县定山中学、永修县第
一中学、都县昌第一中学、武宁县罗溪学
校，这五所学校的校长参加了3月7日省环
保宣教中心与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在南昌
联合举办2017年“绿色学校”授牌仪式。

市直97个部门公开预算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昨日，

浔阳晚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市财政局
于近日在门户网站九江财政网设立市级预
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市直 97个部门在该平
台集中公开部门预算，方便公众查询，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据了解，我市于 2月 24日公开了 2017
年市级总预算草案，并向市直各部门批复
预算。同时，市财政局明确了市直各部门
预算公开的主体责任，统一预算公开的时
间、内容和表格，并于 3月 7日在市级预决
算公开统一平台上集中公开全市 97个部
门（除涉密部门）的2017年部门预算。

去年九江查缴非法卷烟70711.4条
涉案金额993.2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