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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有的毫无水质检测记录 有的出水口锈迹斑斑

这样的
“社区直饮水”你敢喝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饮用水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一
些市民纷纷给家里安装净水器或其
他过滤自来水的设备，也有一些市
民经常购买纯净水或矿泉水。精明
的商家瞄准这一市场需求潜力，把
“社区直饮水”机装进了小区，这样
居民只需投币就可取到自己所需的
经过过滤的可以直饮的水。然而，
随着“社区直饮水”机的大量投放，
其水质安全也日益受到市民朋友们
的广泛关注。
“ 这水真能放心饮用
吗？”不少市民目睹其种种不如意的
现状后表示担忧。连日来，浔阳晚
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实习生 卓雅娜
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文
徐田刚/摄

覆盖社区的直饮水机。

小区
“直饮水”
水质谁知情？
4 月 4 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南湖路附
近的梅园小区，小区入口处有一台名叫“天
天一泉排反渗透直饮水设备”赫然入目。
浔阳晚报记者走近细看，只见其出水口锈
迹斑斑，机身上面也没有任何关于水质的
检测记录。据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熊先生
介绍，这种“直饮水”因为价格实惠（5 元钱
可买一大桶）吸引了一定量的居民来使用，
物业公司也只是向商家收取一定的水费和
电费，其余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 至于饮水

机水质净化效果，应该是达标的，毕竟商家 “滤”
出好水吗？答案无从知晓。
会经常换滤芯，而且直饮水机是直接连接
在华宝花园一处花坛边，
浔阳晚报记者
地下消防水管道，并且进行了过滤和排脏
也看到了一台直饮水机，从外观上看，这台
水。”那么，饮水机的检修或是水质的检测
直饮水机有些残破，机身随处可见斑斑锈
有没有记录呢？熊先生表示不知情。
迹，旁边的指示灯也不亮，而原本该展示更
长盛锦江小区的“社区直饮水”机摆放
换滤芯的位置，如今也变成了“广告栏”，上
在 1 号楼 1 楼的角落处，居民们经常来打
面张贴着牛皮癣广告。拉开取水处的防尘
水。4 月 6 日，浔阳晚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 玻璃，
取水口下面有一个已经使用过的一次
机身上贴有巡检记录，但出水口、柜门、机
性杯子，可能由于太久没人打理，取水台上
身 底 部 都 是 锈 迹 斑 斑 ，这 样 的“ 身 子 ”能
不仅有积灰还有铁锈。

放心，毕竟住几年都没看到维护人员检修
机器，我觉得这种水要经过权威部门检测
水质才能让人放心。”市民熊阿姨说，自己
平时都没怎么用那种“直饮水”，虽然看到
别人在用，但她感觉心里不踏实，没敢用。
而谈到商家投放到小区的“直饮水”机，华
宝花园华宇物业的杨主任说，该小区的直
饮水机进驻小区已有 2 年多了，一直以来也

没看到有人来维护，
“ 以前有人来维护，定
期清理，现在我找人都找不到。在这种情
况下，平时基本上没什么人用。”
在浔阳晚报记者调查中，也有少数小
区的“直饮水”机看起来不错。如，香域半
山小区的“直饮水”机，机身整洁，机子旁边
张贴了相关巡检记录，更换的滤芯在展示
窗里也是清晰可见。

相关部门：
这种水不符合二次供水的许可条件
对于类似的
“直饮水”
，
有关部门是如何
箱，
它不储水。其工艺流程其实就是接了一
监管的？水质是否合格？日前，
带着这些疑
个市政供水，经过机身过滤消毒系统，再排
问，
浔阳晚报记者采访了九江市卫生计生综
水出来。最初投放市场时，
也有人跟我们反
合监督执法局环境与学校卫生监督科有关
映过，我们也在不定期监管。”该负责人称，
负责人。
“这种‘直饮水’不符合二次供水的 “至于这种‘直饮水’到底是否还需要许可，
许可条件，因为二次供水必须要有储水水
我们去年也就此讨论过。实际，
我们的监管

更多地偏向于它的机器使用材料，
要求出自
正规厂家，
每月每季要求按时检验。
”
浔阳晚报记者向该负责人进一步反映
了有市民希望专项抽检“直饮水”水质的心
声，她表示将向领导汇报后再告知浔阳晚
报记者。

百年老店 强强联合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跻身中国医药零售企业前 30 强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祝冬平）
“梦里
宗旨，坚持“信誉第一，质量至上”的经营方
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针，公司快速发展成江西省直营门店最多、
处”。如今，
“ 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已为众
销售规模最大的国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多市民所熟悉，只要走上浔城街头，你不时
南昌黄庆仁栈为著名的中华老字号药
就会看到她的倩影。浔阳晚报从本期开始， 店，创立于 1833 年，创始人黄金槐，是江西
陆续向广大读者隆重介绍“黄庆仁栈华氏大
省清江县人，初为行医郎中，兼经营中草药，
药房”
的前世今生。
后于 1833 年在南昌市开办了沿袭至今的
“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的全称为“江西 “黄庆仁栈”药店，店址为现在的南昌市中山
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是江西南
路 181 号。2001 年 12 月，本着以改革为契
华医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代代“黄庆
机，实施向外扩张的发展战略，在江西省政
仁栈人”秉承百年老店“精、优、真、诚”的经
府和上海市政府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黄庆
营理念，遵循“传承百年，相伴健康”的企业
仁栈药店的上级主管部门江西省医药集团

热心市民护送老人回家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4
月 7 日正是清明假期，家住华宝家园的
80 多岁的张大爷前往附近的工商银行
取钱，因银行工作人员休息，张大爷指
望存折取款未果，便坐在银行门口的台
阶上休息，结果被热心市民护送回家。
此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市民戴先生亲眼目睹了事情经
过。当时，他正好路过银行，巧的是眼
前的张大爷还是他所在单位以前的老
领导，相互间既惊讶又倍感亲切。就在
两人闲聊中，一位中年男子进来取款，
得知坐在银行门口台阶上的张大爷系
独自外出后，他非常担心张大爷出现意
外，主动提出要送张大爷回家。说完转
身将车开了过来，并邀请戴先生共同护
送张大爷回家。
途中，戴先生询问这位热心男子为
何这么做，得到的答复是“老人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看见高龄老人如同看
见自己父母，举手之劳就可呵护一家安
宁，何乐而不为？”路上闲聊中，戴先生
得知这位热心市民姓周，在九江市地方
海事局工作。
“做好事不担心遭误解
吗？”戴先生继续问周先生，他坚定地
说，只要大家擦亮眼睛，时时处处弘扬
正能量，此种误会就不存在了。到达张
大爷家门口时，面对张大爷的道谢，周
先 生 连 连 摆 手 说“ 区 区 小 事 ，不 值 一
提”，看到他远去的背影，张大爷和戴先
生都非常感动。

九江海事局政务中心
助力船东当日出证

“落地窗”服务便民利民

有些住户对
“直饮水”
不待见
小区住户怎么看待这种“直饮水”？浔
阳晚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居民。一些居
民表示，经常看到邻居们提着塑料桶往小
区直饮水机投币取水，出于从众心理，他们
也偶尔打水回家。不过，也有些居民称，因
为无法确信这种“直饮水”水质，宁可烧开
自来水饮用。市民张阿姨告诉浔阳晚报记
者，
“ 我家从来没有喝这个水，我主要是不

八旬老翁取钱未果
独坐银行门口休息

公司与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以“黄
庆仁栈”知名品牌为主体，与上海华氏大药
房强强联手，组建成立了“江西黄庆仁栈华
氏大药房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2000 余人，
拥有以南昌为中心，遍及江西 11 个地区近
400 家连锁药店。该公司是江西首家整体通
过 GSP 认证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并跻身中
国医药零售企业前 30 强。

美丽家装饰 一站式全包定制

传承百年
相伴健康

本报讯（郏丽霞）4 月 11 日上午，上
班时间铃声刚响，九江车 0088 的船舶
所有人桂师傅就带着一大摞资料出现
在九江海事局政务中心办事窗口。
“你
好！我们渡船是彭泽的，跟之前的承租
人解除了光船租赁协议，现在要重新办
理船舶的国籍、最低配员和光租的手
续。你看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清明节
期间，我们的渡船不能停运，请你们帮
帮忙！”说完，他从包里拿出一大叠复印
件和船舶证书。
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相关材料以后，
发现九江车 0088 与原承租公司并未解
除光租协议。工作人员耐心地与桂师
傅沟通，告知其应首先办理光租解除手
续，才能办理新的国籍证书、光船租赁
登记书，但是现有的材料不足，需要补
正。考虑到船舶所有人是从彭泽赶过
来，路程较远，而且办理的事项所需材
料较多，为防止申请人材料补齐而形式
不规范仍须往返补正的问题，工作人员
通过列清单的形式，将所需补正的材料
一一列出，并写明“签字盖章、复印件签
注字样”等要求，力争将“补正通知”具
体化为“指导申办人一次性办结的路线
图”，方便行政相对人。当天 14 时，桂
师傅准时出现在政务大厅，将所需补正
的材料提交过来。工作人员拿过材料
仔细校核之后，迅速地录入数据打好审
批单，并与船舶处初审人员商量，开辟
绿色通道，尽快审核。经过一系列高效
高速的审批流程之后，将新的证书交到
政务中心，此时，
已经是下班时间。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政务中心将继续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积极践行文明窗口
月活动主旨，
将
“放管服”
改革落到实处，
让海事政务窗口成为便民利民的“落地
窗”
，
使广大船员、
航运公司切实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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