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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昨
日，有关部门发布庐山风景区端午节期
间“两公布一提示”，公布景区两处危险
路段和端午期间交通管制路段，并预判
15日晚间开始出现客流高峰。

6 月 16 日至 18 日为端午节小长
假，且恰逢 2018 年中考将至，为切
实加强节日期间及中考期间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预防重特大交通
事故和严重交通拥堵，给全山居民
及游客创造平安、畅通的出行交通
环境，有关部门特向社会发布庐山
风景区端午节期间“两公布一提
示”，请广大游客及居民避开旅游高
峰、危险路段，选择合理出行线路、
时间和方式，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据了解，端午节将至，届时私家车
出行、旅游客运以及景区车流量增多，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有关部门根
据历史数据，预判自 15日晚间开始出
现登山客流高峰，景区南北山登山公
路、含鄱口路段、环山公路等重点路段
交通车流、人流增多，易引发交通拥堵
和交通事故。

本报提醒：节日期间，请游客及早
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时错峰出行。车
辆登山过程中注意减速慢行。行人请
注意通行安全，互相礼让。道路发生交
通拥堵时，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切莫
加塞抢行，以免延长拥堵时间。

105 国道通远路口为十字交叉路口，由东
向西自赛阳至庐山市方向为下坡路段，来往摩
托车较多，南北方向为高速收费站向庐山风景
区行驶方向，外地登山车辆较多，此路口为事
故多发路段。

庐山交通索道下站台停车泊位紧缺，节日
期间车辆及人员将会暴增，容易出现交通事
故。进入索道下站台的105国道路口为T字型
路口，进出路口未有交通信号灯，易发生交通
事故。

交通管制措施：
河南路口至红红餐馆方向单向通行，管制

期间为每年的4月1日至10月31日，每天早上
6点到晚间10点。

大林沟路消防大队至汽车公司方向全年
每天24小时实行单向通行。

中考期间(6月17日、18日、19日)，大林路口
往大林山庄方向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上午
8:00--12：00、下午14:00--17:10，环山路自一线
卡口至鑫缔宾馆路段在考试时间禁止所有过往
车辆鸣笛。

景区道路危险路段公布：

环山公路环山公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端午小长假恰逢中考，庐山实行交通管制

上庐山的朋友注意错峰出行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6
月8日，伴随着挖掘机的阵阵轰鸣声，永
修县燕坊镇最后一座粘土砖瓦窑场被
成功拆除。这也意味着该县粘土砖瓦
窑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这些
对周边大气和环境长期存在严重影响
的“毒瘤”被及时拔除。

永修有粘土砖瓦窑场30家，其中在
生产的达15家，已停产的15家，但由于
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既破坏了生态环
境，又造成了周边农田、庄稼地被毁，还
严重影响了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

“此次关停取缔工作任务重，涉及
全县 12个乡镇，就业群众较多，压力较
大。”永修县工信委主任戴书文表示。
为此，该县及时出台了专项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成立了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工信、发

改、国土等多个部门和粘土砖瓦窑所属
乡镇为成员单位，组成县综合执法组，
全力开展粘土砖瓦窑专项整治行动。

5月 27日，全县召开关停取缔粘土
砖瓦窑动员部署会；5 月 28 日——29
日，县综合执法组对全县粘土砖瓦窑进
行摸排，对30家粘土砖瓦窑下达了执法
文书，采取了断电关停处理措施；5月30
日，县工信委依规聘请资质好的评估企
业对粘土砖瓦窑场进行评估，对粘土砖
瓦窑场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自 5月 31
日起，全县有粘土砖瓦窑的乡镇迅速行
动起来，果断采取关停取缔措施；6月 5
日，全县30家粘土砖瓦窑被全部关停。

坚持依法依规操作的同时，永修始
终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做好粘土砖瓦窑
企业人员安置等工作，针对粘土砖瓦窑
场提出的无钱支付工人工资问题，永修

县燕坊镇及时拿出 100万元，帮窑场垫
付了120名农民工工资。同时考虑到这
些窑场工人均来自外地，且失业，燕坊
镇又及时联系了境内其他企业，帮他们
找到合适的工作，维护了当地社会稳
定，推动了整治行动的顺利开展。

截至今年 6月 8日，永修县 30家粘
土砖瓦窑已完成全部整治任务，分别为:
云山企业集团和八角岭垦殖场各 4家；
艾城镇、白槎镇、滩溪镇各2家；立新乡、
虬津镇、梅棠镇各1家；燕坊镇和马口镇
各5家；永丰垦殖场1家；恒丰企业集团
2家。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如今，永
修30个粘土砖瓦窑的大烟囱均已倒下，
污水、黑烟全部消失了，水更绿、山更
青、天更蓝了，良好的生态优势更加凸
显，群众纷纷点赞。

永修关停取缔30家粘土砖瓦窑场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中
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将在 6月 20日
结束维持 3 个月的禁渔期。开渔在
即，生活在鄱阳湖畔的渔民们忙于装
运捕捞设备、整理渔具、修理船只，为
最后的开渔日做好准备工作。

据了解，鄱阳湖从2002年起开始
实行全湖春季禁渔制度以来，2018年
已经是第 17个禁渔期。鄱阳湖禁渔
期为每年的 3月 20日 12时至 6月 20
日 12时，禁渔期内，禁止任何形式的
捕捞作业。

鄱阳湖
第17个禁渔期即将结束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
近日，我市获省级财政民政优抚和社
会福利专项资金 272万元，比 2017年
的 146.1 万元提高 86%，市财政已迅
速将该专项资金下达相关单位。

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民政优抚和
社会福利专项资金是省级财政预算
安排用于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和支持儿童福利设施建设的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
院、敬老院、光荣院、儿童福利院、救
助站、未保中心、城乡居家养老服务
平台等社会福利机构。

本报讯（徐红波 冯华俊 浔阳晚
报记者 吴业园）6 月 6 日，全市第七
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启动会召
开，旨在全面准确掌握全市森林资源
本地数据及其动态变化情况。

据了解，我市第七次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工作分两步实施，2018年由修
水县作为试点县先行调查，2019年在
全市全面铺开。浔阳晚报记者了解
到，第七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的
主要内容包含五个方面，构建省、市、
县三级抽样调查体系，以省级连续清
查固定样地为基础，对连清样地进行
加密和对原有二类调查样地进行调
整和优化。利用全省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野外数据采集软件，全面开展固
定样地和固定小班调查，固定样地调
查原则上复位率应达到 95%以上，固
定小班调查要求到现场。

我市获省级财政民政优抚
和社会福利资金272万元

全市第七次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工作启动
修水先行试点

本报讯（张璐璐 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近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九江调查队获悉：5月份九江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 101.8%，
上涨1.8%。

据了解，5月份八大类消费品价
格指数呈“六涨一降一平”格局。食
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0.7%。其
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1.1%，所调
查的 14 类食品价格同比 10 涨 4 降。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2.9%，居住类
价格同比上涨 2.1%，生活用品及服
务价格同比下降 0.1%，交通和通信
类价格同比上涨 3.3%，教育文化和
娱乐类价格同比上涨 4.2%，医疗保
健类价格同比上涨 0.3%，其他用品
和服务价格同比持平。

5月份九江市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

本报讯（张建亭 记者 谈思宏）6
月 12 日，记者从我市配合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获悉，截
至 6 月 12 日晚 7 点，我市共接收 11 批
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受理信访件转办
清单，共 57件，涉及 15个县（市、区）、2
个市直部门，其中涉及武宁县、永修
县、庐山西海管委会共同调查回复的 2
件，都昌县、德安县、瑞昌市共同调查
回复 1件，彭泽县、湖口县、瑞昌市、市

环保局共同调查回复的 1 件，市执法
局、八里湖新区管委会共同调查回复
的 1 件，都昌县、永修县共同调查回复
的 1件，开发区、濂溪区、湖口县共同调
查回复的 1 件，都昌县 7 件、彭泽县 6
件、修水县 7 件、开发区 6 件、濂溪区 1
件、永修县 4 件、武宁县 1 件、柴桑区 5
件、湖口县 4 件、瑞昌市 1 件、庐山市 1
件、浔阳区 1件，市执法局 4件、市环保
局 2件，均已第一时间转办。

根据安排，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
（2018年6月1日－7月1日）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791-88918612，专门邮政
信箱：南昌市3622邮政专用信箱。督
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
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理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举报。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57件信访问题线索

聚焦环境保护督察聚焦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