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陈新华 浔阳晚报记者
凌群峰）2月12日6时10分，由九江经
开区市双创基地开往市区中海大酒
店的19路新能源公交车，从市双创基
地首末站缓缓驶出，有幸坐上首趟新
车的乘客们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自即日起，九江再添20辆新能源
公交车服务市民。

19路的这批新公交车，车身长12
米，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拥
有电动液压助力，无级变速，使用集
中润滑、LNG燃料行驶中回收电量后
用电驱动等技术，避免了能源无效消

耗。同时，新能源公交车还在头、尾、
侧安装了电子线路牌，车内装有电子
站街牌及电脑睿控系统，实时显示到
站节点位置，方便群众乘车；车厢内
两侧装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公
益宣传贴，倡导市民文明乘车；在车
厢和发动机舱都配备了自动灭火装
置，在前门上客处设有液体、气体等
危险违禁物品自动报警装置，增强了
安全性能；车辆整体性能优良，极大
地减轻了驾驶员的劳动强度。

据了解，19 路公交线是贯穿浔
阳区和经开区的一条公交主干线，

全长 17.5 公里，从经开区的城西港
区市双创基地经余水路、九瑞大道、
十里大道、庐山路、庐山北路、滨江
路至龙开河路的中海大酒店，共设
有 26 个站点，在城西港区沿途有
100多家入园企业及省棉科所、城西
港管理局、城西港安置小区、现代综
合大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等众多单
位。19 路换新车后，营运车辆由 16
辆增加至 20 辆，公交车趟次间隔时
间也由 9分钟缩短为 7分钟，使得沿
线数万企业员工和居民的出行变得
更加舒适便捷了。

本报讯（汤高峰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
林）针对春节明火使用日益增多的实际，
同时又考虑到当前是冬季火灾易发多发
的关键节点，市民政局为坚决防止火灾及
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民政服务
对象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于日前成立
了14个工作组赴全市各地开展春节前全
市民政系统安全管理工作大排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各工作组按照“谁
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实施“一
表一书一报告一通报”的“四个一”检查
模式开展检查，确保安全检查不走形式、
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民政系统14个工作组
赴全市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张桢敏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
华）春节将至，越来越多人选择在酒店、餐
馆吃“年夜饭”。为了让老百姓“年夜饭”
吃得放心，近日，浔阳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春节市场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据介绍，从2月1日至春节前，该局对
全区食品销售者、餐饮服务业、大中型集
贸市场、超市、猪肉专营店进行检查。针
对春节期间肉类和年夜饭消费集中的特
点，浔阳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重点加
强对新雪域物流有限公司等批发市场（含
市场附带的冷库）、农贸市场、超市等场所
进行全面检查，深入排查清理不合格肉
品。对承办“年夜饭”的餐饮经营单位加
强监督管理，要求订座供应5桌及以上的
餐饮单位实行年夜饭登记备案制度。

2月 7日-8日，该局成立督查组再次
对全区各大承办年夜饭的酒店进行督查
指导，共检查远洲大酒店、信华建国大酒
店、俏湘浔大酒店等 20 余家酒店，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

浔阳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临
近春节，菜场供应如何？菜贵了吗？连
日来，浔阳晚报记者走访城区多个市场
了解到，我市蔬菜市场品种丰富，部分蔬
菜和肉类价格涨势明显。

2月 9日一早，在濂溪区的陶洼农贸
市场一家肉类销售摊点，浔阳晚报记者
就听到摊主向前来询问价格的老主顾介
绍，从小年起，肉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了。

“这个时期，各行各业都在涨价，我们也
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告诉来买肉的顾
客。”摊主无奈地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有市民听到排骨价格涨到
30元一斤，掉头就走；也有市民还是选择
买些回去。“从今天开始肉都涨价了，今
天不买明天也是这个价，还是得买点”，
市民张先生说道。11日，浔阳晚报记者
来到三里街农贸市场的销售摊点看到，
各种蔬菜摆得满满当当。摊主余大姐介
绍，临近春节，蔬菜价格有所上涨，黄瓜、
西红柿、豆角、茄子等蔬菜涨势明显，平
均涨幅达2成左右。

根据九江市商管办市场监测分析，
上周我市蔬菜批发市场价格环比上涨
7.93%。监测的 30个蔬菜品种，呈 15升
13降2平走势，其中，芹菜、生菜、菠菜、白
萝卜、土豆、生姜、莲藕涨势明显。随着
春节临近，市场需求明显增强，菜价规律
性上扬。年前，市场交易将迎来消费小
高峰，蔬菜供应量继续增长，预计后期蔬
菜价格指数仍将呈走高态势。猪肉方
面，则随着春节的临近，旺季消费带来短
期季节性上涨，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价格
或继续温和上涨。

临近春节
蔬菜平均上涨2成左右

九江又有20辆新能源公交车上岗了！
车头、尾、侧安装了电子线路牌，实时显示到站节点位置

本 报 讯（浔 阳 晚 报 记 者 包四
华）日前，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
公告，经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决定
面向全市公开考选 10名正副科级领
导干部。其中：正科岗位 3 个，副科
岗位 7个；参公岗位 3个，事业岗位 7
个。网上报名时间为：2 月 26 日至 3
月 15 日。可登录九江人事考试网
（http://0792.jxpta.com）进 行 网 络 报
名。笔试时间和地点见准考证。

具体地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岗位共3个，其中正科岗位1
个，副科岗位 2个: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加工贸易处处长（正科）；区商务局（招
商局）投资促进一处副处长（副科）；区
商务局（招商局）投资促进二处副处长

（副科）。
事业单位岗位共 7 个，其中正科

岗位 2个，副科岗 5个：经开区驻长三
角办事处主任（正科）；经开区驻长三
角办事处副主任（副科）；经开区驻珠
三角办事处副主任（副科）；城西港区
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副科）；城西港
区管理局土地和房屋征收处副处长
（副科）；汽车工业园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副科）；科技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九江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九江留学
生创业园）主任（正科）。

据悉，本次报考为九江市范围内
（含中央、省驻市单位，包括垂直单位、
派出单位等）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在岗
的管理岗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国家

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
省外、市外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在编
在岗人员中九江籍人员符合上述条件
的，可以报考九江经开区驻长三角办
事处正副主任和九江经开区驻珠三角
办事处副主任职位。年龄要求在 35
周岁及以下，其中，现任正科级职务
的，年龄可放宽至38周岁及以下。

对入闱面试人员并进行资格审
查，面试主要采取结构化面试形式进
行，重点测试报考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业务水平；面试结束后，根据考试总成
绩（笔试成绩占 40%和面试成绩占
60%）由高到低，按照公开考选职位计
划数1:2的比例，确定考察人选并告知
当事人。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根据工作需要，市政府办公厅、市财
政局、市房管局和市水利局 4家单位
面向全市公开考选 13 名工作人员。
报名时间为 3 月 5 日 9:00 至 3 月 7 日
17:00，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网
址：九江市人事考试网（http://0792.
jxpta.com/）。笔试时间为 3月 17日。

据悉，本次公开考选对象范围是
面向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
作人员公开考试选调，人事、编制关系

不在九江市辖区内的不在此次考选范
围。具体的招聘岗位年龄、专业可查
看岗位条件要求。报名者需在九江市
人事考试网招考板上登录报名。报考
者只能以本人一个居民身份证号报考
一个部门的一个岗位。本次考试实行
网上诚信报名，如考生填报不符合自
身条件的岗位，造成的后果自负。整
个过程将贯穿报名、考试、面试、体检、
考核、公示、聘用等所有程序。每个岗
位与报名人数开考比例必须达到 1:3

的比例，报考人数不足开考比例要求
的，取消或削减该招聘岗位计划。

具体的岗位考选情况如下：市政
府办公厅下属事业单位，全额拨款 7
人；市房管局所属的房屋安全鉴定办
公室、全额拨款2人；市财政局所属的
市会计考试中心、全拨事业11人，市财
政局所属的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全
拨事业1人；市水利局所属的柘林灌区
管理局全额事业1人；市水利局所属的
河道湖泊管理局、全额事业1人。

经开区公开考选10名科级领导干部
报名时间：2月26日至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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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市直单位公开考选13人
3月5日开始报名，3月17日笔试

本报讯（刘通 郑文斌 胡传丰）初春
时节，春寒料峭，永修县云山集团大米加
工厂内，却是火热的生产场景，工人们有
的在加工稻谷、有的则忙着把大米打包
装车，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这稻米，可不一般！都产自稻鳖共
生综合种养技术示范基地，没经过抛光，
营养还很丰富，煮熟后放在口中慢慢咀
嚼，醇厚中会透出一丝甜意和糯感。”云
山集团畜牧水产良种公司负责人边检查

大米质量追溯编码边介绍，该项目是全
省唯一一家农业部稻鳖共生综合种养技
术示范基地，方圆 20 公里内无工矿企
业。依托省水稻产业技术和特种水产产
业技术，木薯渣沤制的有机肥和云山水
库的水，为基地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基础
和优质的种养环境。“水稻为优质常规品
种赣晚籼38号，该品种生长周期长达170
天，比普通大米长近30天，是目前国内生
育期最长的水稻品种之一，只有充足的

生长时间，才能造就优质大米。”
近年来，永修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
变，坚持走质量兴农之路，增强了农业竞
争力。在“稻鳖共生”基地，该公司负责
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绿色大米亩产200公
斤，每公斤24元；生态甲鱼亩产75公斤，
每公斤 120元，每亩产值 1.38万元，纯收
益 6000余元，仅优质大米效益就是普通
大米的3倍。

全省首家“稻鳖共生”基地落户永修
仅优质大米效益就是普通大米的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