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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拒绝他人
“分钱”
建议

频繁收到陌生人购票信息

贫困老人主动归还万元现金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今年
70 岁的江先来，是德安县宝塔乡九里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患有双腿骨头坏
死病，需要用拐杖才能勉强走路，平时
也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非常困难。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最近却成为大家眼
中的“明星”，而原因则是身为贫困户的
江先来在面对捡来的万元现金时，不为
所动，
主动将现金还给失主。

2 月 8 日，江先来骑电动四轮车去
接孙女回家，在返回的路上，他发现路
面上有一个黑色背包，打开后发现里面
有现金一万余元、几张银行卡和其他贵
重物品。当时周边也没有其他人，江先
来担心失主着急，所以就在原地等待失
主。没过多久，一名男子得知消息后，
劝说江先来把包拿走，并提出两人平分
这笔钱，但被江先来拒绝了。随后，江

12306:核实身份后，可解绑该手机号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春节临近，
各类手
机各类短信频繁
“轰炸”
“
。这段时间我手机总是收到
其他人的购票信息，我也没有买票，不知道怎么回
事。”昨日，市民李女士向浔阳晚报记者道出了自己
的烦心事，
她怀疑有人买票时输错号码，
而接连几天
都收到类似短信，
让她感到十分烦人。
浔阳晚报记者查看李女士手机接收到的短信
发现，这些信息都是由 12306 的号码发出的。截至
昨日，该手机共收到 6 条铁路客服订单信息，内容
显示一位姓邵的人分别购买的火车票，地点显示为
唐山、盘锦等地方，短信提示购买成功，还有一条退
票成功的信息，和行程提醒服务。
“最开始收到信息时，觉得可能是别人弄错号
码了，并没有在意，但近段时间不断收到类似信息，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李女士说，她的手机号是
用身份证办理，已用了很多年，而之前她是用邮箱
注册买火车票，并没有使用手机号。
“发来短信的这
些购票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李女士表示除了时不
时发来的短信扰人外，暂时没有发现因此导致的其
他损失。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拨打了 12306 人工客服电
话，客服表示一般绑定手机号到 12306 账户时，都
会提醒机主输入验证码，核实后才能绑定成功。若
该号码注册过 12306 账户，可以登录查看对信息进
行修改；若没有注册也可以拨打 12306 人工客服电
话，核实身份信息后，对该手机号进行解绑。当日
下午 5 时许，李女士致电 12306 向客服提供了身份
证及手机号等身份信息后，李女士要求客服对手机
号进行解绑，同时李女士也登录账户修改信息，截
至目前，李女士表示再没有收到过类似短信。
本报也提醒市民，春节临近各类短信高峰期，
一定要多留心，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信息链接避免上
当，
收到可疑信息，可致电相关官网号码询问。

先来将背包送到九里村村委会，村干部
通过包里的证件联系上了失主。
宝塔乡九里村村民周晶接到村委会
工作人员的电话后喜出望外，原本她以
为背包肯定找不回来了。周晶赶到村委
会后，
看到失而复得的钱物，
心里十分感
动，握住江先来的手不停地道谢。江先
来拾金不昧的行为很快传遍了乡里，附
近村民也都为他的精神点赞。

“九江伢”担纲贺岁微电影《陆绩》
2 月 14 日将登录全国各大视频网站

本报讯（邵尉 浔阳晚报记者 林 《陆绩》故事讲述的是三国时期吴国的
静）日前，以“怀橘遗亲”故事改编，由语
陆绩，六岁那年，随父亲陆康到九江谒
熙教育、渔歌影音联合制作的反映孝道
见太守袁术，由于父亲陆康在任漕运官
诙谐幽默的微电影《陆绩》完成后期制
时，军粮屡屡被劫，太守袁术庞然大怒
作，这部由九江本地小戏骨倾情上演的
问罪陆康，并有意将陆康和其漕帮一干
微电影将于 2 月 14 日作为 2018 年春节
人等发配边疆充军。此时聪明过人的
贺岁片隆重登录全国各大视频网站。
陆康之子陆绩巧妙说服袁术将其释
该剧影片由语熙教育创始人王宁担
放。袁术十分欣赏陆绩小小年纪如此
任制片人，九江知名导演于凤赣担任总
聪慧过人，便摆出橘子招待他，陆绩偷
导演，
严帅、
严华编剧。影片全程在九江
偷在怀里藏了两个橘子。等到告辞回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拍摄，从创作到拍摄
家，拜别时橘子滚落到地上，袁术逗他
完成为期一个月，
目前已制作完成。
道：
“小陆郎来到人家作贵客，还要给怀
据悉，该影片改编于中国传统孝道
里私藏主人的橘子吗？”陆绩跪下回答
文化“二十四孝”之一的“怀橘遗亲”。 说：
“我母亲天生喜欢吃橘子，我想拿回

去给母亲尝尝。”袁术见陆绩小小年纪
就懂得孝顺母亲感到十分地惊奇。
本片全部是由年龄为 4-13 岁之间
孩子倾情出演，采用古代故事加现代道
具、
话语穿插演绎，
既将故事淋漓尽致演
绎出来，
也使故事诙谐幽默，
在潜移默化
中达到社会教育的意义。
制片人王宁介绍，
为了拍摄此片，
孩
子们经过数天的艺术集训准备。拍摄过
程中更是早晨 6 点天还没有亮就起床赶
赴拍摄现场，没有一个孩子说苦说累。
要说不累那是假话，大人们都有疲惫的
时候，
何况是孩子，
但是只要拍摄时孩子
们各个精神抖擞。

招租启事

中国人保财险九江分公司与本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本报讯（吕安琳）2 月 12 日，浔阳晚
报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人保财险”
）九江市分公司
战略合作签字仪式在位于长虹大道 98
号的中国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司会议
室举行。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司总经
理刘共智与浔阳晚报总编辑干习强共
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保险产品的
宣传及树立品牌形象等方面开展深层次
的交流与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资金、
产品、
渠道等进行资源共享，
为九江百姓提供高
质量、
全方位更好的保险服务。此次签约
标志着双方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关系，为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司更加快

让 招 聘 更 简 单

速、
持续、
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悉，中国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司
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经营范围包
括财产损失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保证保险
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服务宗旨是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九江市
分公司分别于 2012 年至 2014 年连续三
年获得市委市政府文明单位、2016 年市
委市政府综治先进单位和金融机构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先进单位及 2016 年、
2017 年连续两年成为中国人保财保全
国 50 强、九江唯一一家保费规模跨 10
亿单位，占据了九江保险业半边江山。
人保财险九江市分公司总经理刘

让 求 职 更 轻 松

各位流动党员同志们：
大家好！
在 2018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九江市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党总支特向组织关系在我中心支部，
而工作在祖国四
面八方的党员同志致以新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过去一年，九江始终坚持发展为先，全面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会议精神，
上下同心、
共识共为，
为
实现“九江全面崛起、百姓更加幸福”奋斗目标，谱写富裕
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的九江篇章，打出稳增长组合拳，着
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全年完
成生产总值 2096.1 亿元，同比增长 9.4%，财政总收入 415.2
亿元，8 个县（市区）财政收入过 20 亿元。九江城乡面貌日
新月异，
处处花团锦簇，
一派繁荣昌盛。你们大多工作、
生

共智表示，本次与浔阳晚报的战略合作
是保险业与新闻业之间合作的新篇章，
同样也是公司战略规划的重要一步，将
为振兴保险业、发展保险文化提供更好
的服务，今后与浔阳晚报将进行深度全
面的合作，携手并肩，实现互利共赢的
全新局面。浔阳晚报总编辑干习强表
示，如今保险行业竞争激烈，人保财险
作为保险行业的龙头老大，所推出的产
品及服务在老百姓们中有个好口碑，先
进的管理和服务也值得被推广和宣
传。浔阳晚报将通过此次战略合作对
人保财险的品牌形象进行长期的宣传
及维护，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共
同开拓市场、推动双方的共同发展。

兹有九江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
队所属三层办公楼（原星子县稽征
所，坐落于原星子县秀峰大道）共计
396.25 平方米，因合同到期，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租，有意者请在 15 日内进行
招租竞标。
联系人：
闵先生 18679622319
九江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九大队
2018 年 2 月 13 日

致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党支部流动党员的一封信
活在外地，却都心系家乡，关注家乡，帮助家乡，用不同的
方式参与九江的建设，九江的发展变化有你们的贡献，向
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此时此刻，
任何困难都
阻挡不了亲人相聚的脚步。在你们回乡团聚的时候，
欢迎
你们为家乡的更好更快发展献计献策。九江永远敞开怀
抱，创造最好的条件，邀请你们投身到这片热土，建功立
业，
大展宏图。
同志们，无论你们身居何地，你们都是一名共产党
员。虽然客观条件使你们参加党组织生活有诸多不便，
但
我们永远要心向着党，
忠诚于党，
要积极参加组织活动，
学
习和领会党中央的精神，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
中心党总支从实际出发，决定利用你们返乡的机会，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农历正月十二）在九江市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举行一次流动党员学习交流座谈会。届时请各位返
乡的流动党员踊跃参加，
参会联系电话：
0792-8571875，
联
系人：沈老师。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
也请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帮助。
这次未能返乡的流动党员，
以及虽已返乡而不能前来
参加本次学习交流活动的流动党员，请你们自行组织学
习，
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
习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
十九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省纪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和市纪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祝各位流动党员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在新的一年里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九江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党总支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美丽家装饰跨年钜惠 品牌家具家电全都有 真正的让你拎包入住

感谢浔城客户 精装特价 1188 元/m2 电话：0792-8899001

地址：
新五中旁柏林印象美丽家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