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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全国 28 地区成气候
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九江为江西唯一入围城市

武九客专暑假通车、高铁新区高位推动、
“旅游经济”率先受益

高铁即将驶入 九江令人期待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近日，国
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关于印发气候适应型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
知》
），
全国共有 28 个地区作为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试点，
九江为江西省唯一试点城市。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气候适应型城市
建设试点主要任务包括强化城市适应理念、
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开展重点适应行动、创
建政策试验基地、打造国际合作平台等五
项。
《通知》要求，以全面提升城市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为核心，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适应，
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完善政策体系，
创新管理体制，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纳入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完善相关规划建设
标准。到 2020 年，试点地区适应气候变化
基础设施得到加强，适应能力显著提高，公
众意识显著增强，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典型范例城市，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
推广的试点经验。

市纪委监察局面向全市
定向遴选 12 名公务员
现场报名：即日起至 3 月 24 日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3 月 13
日，市纪委监察局面向全市发布定向遴选 12
名公务员公告，其中，
“ 文字综合类”干部 5
名，
“执纪审查类”干部 7 名。此次是在全市
范围内实施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中符
合报考条件并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参公登
记），按照有关规定能调入公务员单位工作
的 在 编 在 岗 科 级 及 以 下 公 务 员（工 作 人
员）。以上人员均须 2 年（不含试用期）以上
公务员（参公人员）工作经历（即 2014 年 2 月
28 日前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具体岗位可登
录
“九江市纪委监察局网站”查询。
本次遴选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报名
时间为 3 月 20 日至 3 月 24 日（9：00——17：
00）；报名地点：九江市纪委组织部（九江市
八里湖新区八里湖大道 166 号主楼 1 号楼
A423 室）。

九江县去年查处 15 起
乱占滥用林地案
本报讯（江德隆 蔡红霞 浔阳晚报记
者 黄梦如）九江县结合林业工作实际，探索
林地管理工作模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
强和规范征占用林地管理，严守林地保护红
线。去年以来共查处乱占滥用林地案件 15
起，
涉及面积 189 亩。
为强化舆论宣传、
提高对征占用林地政策
的认识，
该县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林地
征占用的法律法规和省委省政府将林地、
湿地
保有量指标纳入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体系以及生态红线管控的相关政策。对各重
点项目建设需征占用地的，
县林业局主动上门
服务，
协助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及时办理林地征
占用手续。去年以来办理了 7 个工程建设用
地318.18公顷的用地批准手续。
为强化优质服务、夯实林地保护工作基
础，县林业和国土部门主动对接，通过外业
调查掌握的林地变更数据和国土土地调查
数据进行比对，进一步厘清林地与耕地等非
林地界限，确保林地“一张图”的权威性，为
保护林地和科学利用林地提供真实可靠的
基础支撑。
为强化打击惩处、提高全社会依法办理
林地征占用手续的自觉性，县林业局执法大
队会同县森林公安局常年性地开展林地征
占用情况的清理，重点查处非法侵占林地、
毁林开垦、采石采矿、项目建设侵占林地等
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
依法保护林地资源。

南昌铁路局九江桥工段的工人在武九客运专
线对线路进行精调。
线对线路进行精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
2017 年，注定是我市推开“高铁”大门的开篇之年。随着武九客运专线即将通车、九江高铁新区项目服务推进机构的成立，
我市将终结仅有“D 字头”客运列车而无“G 字头”客运列车的尴尬时期，正式迎来“高铁时代”。除了今年暑假将实现通车的武
九客运专线外，
未来，
九景衢铁路、合安九高铁等建成都将经过我市，
九江将完成“高铁新秀”
的蜕变。

□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

武九客专暑期率先驶入我市 往返武汉时长大减
3 月 15 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在九江
县沙阎路附近看到，南昌铁路局九江桥
工段的工人在铁轨铺设完毕的瑞（昌）九
（江）铁路 2 标正线处对线路进行日常精
调。据了解，由中铁四局施工的瑞九铁
路去年 10 月中旬正线全线贯通，武九客
专瑞九段 2 标全长 26.71 公里。该项目线
上工程、沿线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
各项工程已全部完成。今年 2 月 13 日，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武九客专瑞（昌）九
（江）段 2 标迎来南昌铁路局九江桥工段
静态验收工作组。至此，武九客专正式
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浔阳晚报记者从铁

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武九客专已进入联
调联试阶段，预计将于 6 月份开通运营。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汉和
九江两地之间仅有 K924、K252 两列普速
列车开行，单程需花费 4 个多小时，从南
昌到武汉每天开行的 14 组动车，由于只
能途经既有的老武九铁路，最快也需 2 小
时 40 分钟。市民张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
者，去年 9 月，她开车送女儿去武汉大学
报名，从九江市区到武汉，路上花了 3 个
多小时，这让她感到很不方便。对于武
九客专的开通，
她表示十分期盼。
按照规划，武九客运专线起于武汉，

止于九江，线路全长 198 公里，全线设计
时速 250 公里/小时。在湖北省内，该线
路途经鄂州市、黄石市、阳新县，之后进
入江西；在江西省内，该线路经过瑞昌
市、终到九江县。加上武石城铁、昌九城
铁均已运行多年，今年 6 月，武九客专大
冶北至九江段正式运行后，便会把两条
城铁串联起来，动车和高铁将在该线路
上畅行无阻，形成一条连通武汉—鄂州
—黄石—九江—南昌的高速客运线路。
随着武九客专的开行，武汉到九江的时
空距离将由现在的 4 小时压缩至 1 小时，
到南昌最快仅需一个半小时。

九江高铁站建设正在推进 九江火车站同步改造
眼看南昌、鹰潭、新余、萍乡等地均
已有了高铁站，不少市民有些坐不住，九
江高铁站的建设究竟有眉目了吗？3 月 8
日，市发改委在九江政府网回复网友关
于“建议加快九江火车站改造和九江高
铁站建设”主题时表示，九江火车站广场

改造项目已列入九江市 2017 年城建计
划，九江站也会同步改造。安九客专引
入后，新建高铁站即庐山站将成为九江
新的高速铁路客运中心，新建庐山站建
设正在积极协调新建站房规模等事宜。
此外，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我市高

铁新区项目已于日前成立服务推进机
构，并启动规划修编、水系改造临时过渡
性工程和征地拆迁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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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畅游湖北江西两大名山 高铁带动“旅游经济”
据南昌铁路局相关人士分析，随着
高速铁路网的进一步完善，跨线开行将
成为未来的一个大趋势。此次，随着武
九客专的即将开通，我市铁路运输瓶颈
的突破，已有越来越多的跨线列车值得
期待。婺源赏花高铁的开行，让高铁游
越来越火，景区之间的跨线列车毫无疑
问已成为宠儿。武九客专开通后，武汉
人到庐山游玩将变得容易许多，江西人

前往湖北的景区也将更加快捷。经武九
客专抵达武汉，可转车抵随州、襄阳、十
堰、荆州、宜昌、恩施等旅游胜地。
待两年后汉十高铁建成，武汉到武
当山的行程将可缩短到两小时。届时，
游玩武当山的旅客若想再去庐山，途中
仅需三个小时，上午看完武当日出，下午
便可眺望庐山瀑布。开工不久的郑万高
铁从襄阳引入湖北的高速铁路与汉十高

铁交叉，并入汉宜线，途中经过神农架，
建成后，还将结束旅游胜地神农架多年
来不通铁路的尴尬。届时，南昌的滕王
阁、九江的庐山、武汉的黄鹤楼、襄阳的
古隆中、十堰的武当山、神农架的大九
湖、宜昌的清江画廊、恩施的大峡谷都将
被一张高速铁路网所覆盖，在这些景区
之间开行的跨线列车，必将受到游客热
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