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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写字楼“表面光”，内部却“乱糟糟”

九江中院公开审理
一起涉嫌恶势力犯罪案

“三不管”
状况引租户烦忧

涉案人数达 25 人
本报讯（徐睿 浔阳晚报记者 吕莹）
10 月 9 日上午，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审理被告人严某旺、王某岭、夏某
如等 25 人故意杀人、聚众斗殴、非法持有
枪支、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一案。这
是九江两级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审理的被告人数最多、社会影响
较大的一起涉嫌恶势力犯罪案件。
庭审中，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
实，全面、客观地进行了举证、示证。经
过庭审控辩双方的质证与论证，控辩双
方还围绕是否构成恶势力团伙等进行了
法庭辩论。最后陈述阶段，25 名被告人
对起诉书认定为恶势力犯罪有异议其他
指控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据悉，当天
的庭审活动从 8 时 30 分开始，到 18 时 30
分结束。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数较多，
法院将择期宣判。

说起商业写字楼，人们总喜欢将它
与繁忙的商业气息、高档的大厅陈设联
系起来。而近日，市民张先生却向浔阳
晚报记者反映，他所工作的尚海湾写字
楼，外表看上去与一般商业高楼无疑，
但是建筑内部却脏乱不堪，给他们生意
洽谈以及办公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浔阳晚报记者 高明磊 文/摄
写字楼内脏乱差。
写字楼内脏乱差
。

柴桑区打响

松材线虫病“保卫战”
本报讯（江德隆 胡勇）连日来，柴桑
区抓住有利天气，放弃国庆长假休息坚
持“四统一”，在全区紧锣密鼓地展开松
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全面打响松材
线虫病防控
“保卫战”。
统一作业设计。根据秋季晋查结果
制订周密的实施方案，由区林业局安排
技术人员进行作业设计，对于枯死树集
中连片、死亡率高的山场实行小片块状
皆伐，对于疫情不很严重，枯死率较低的
山场实行强度择伐，
清死树，保活树。
统一实施除治。已经实施绩效承包
综合防治的小班仍然由除治公司按照标
准 和 合 同 约 定 组 织 施 工 ；其 余 的 由 乡
（镇）政府组织专业队伍进行施工，力争
12 月底前完成除治工作任务。
统一安全利用。连片除治和零星除
治的所有疫木全部按规定运到有资质的
疫木加工企业进行安全利用，
做到枝桠清
理到位，
伐桩处理到位，
疫木监管到位。
统一督查调度。由区政府督查室牵
头，抽调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督查组
对全区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开展不定期
督查，坚持每周一通报，半月一调度，对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
责令返工、补课。
截至目前，环庐山重点区域已除治
松材线虫病疫木 2.2 万株，涉及面积 4000
余亩。

热烈祝贺我市彩民再次喜中
福彩双色球864万元大奖

据张先生介绍，自 2016 年起，他们公司
租用该写字楼场地以来，写字楼内脏乱差现
象一直没有改观。而且该写字楼还缺乏管
理，电梯经常损坏，垃圾无人清理，给他们日
常工作带来困扰。

张先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 这个写字
楼外墙建筑是红色涂料，从外面看并没有什
么异样。但如果进到写字楼里面，你就会吓
一跳，这哪里像什么商业写字楼，连一楼大
厅都没有，很多地方都还是毛坯，连墙面涂

10 月 10 日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位于开发
区杭州路与南海路交会处的尚海湾 19 号写
字楼，这是一栋十多层的高层建筑，外墙是
统一的暗红色，虽然谈不上高大上，但也足
够气派。可当浔阳晚报记者来到一楼大厅
内后，却看到了另一番场景。大厅内塞满了

随意停放的摩托车、电动车，只留下一条人
行过道，位于电梯口附近的消防箱内灭火器
与消防水带也早已不知去向，而且垃圾随处
可见。除此之外，一楼大厅的部分墙面连基
本的涂料粉刷都没有，
可见墙面上的裸砖。
“这栋写字楼最早只有几家公司，我们

好好的一栋写字楼为何会无人管理？
浔阳晚报记者来到尚海湾小区物业公司了
解情况。物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此
前写字楼的卫生问题确实是由物业公司来
负责，但由于写字楼的业主没有交卫生费，

所以他们也没有管，至于写字楼物业管理的
相关问题则需要向开发商了解情况。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又来到尚海湾售楼
处。据工作人员介绍，写字楼门面的物业费
比较贵，每平方米需要 2.5 元，当时业主都觉

料都没刷。而且整栋写字楼几乎无人管理，
我们在这里办公两年以来，垃圾都是自己带
到外面去扔。很多工作上的伙伴来公司洽
谈，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出公司地址，担心人
家看到这样的环境，
对公司的印象变差。”

现场观察：一层宛如电动车棚
是今年过来的，给人的感觉非常差。助力车
全部随意停在大厅，外面也没给汽车划停车
位，而且电梯经常坏，也没人去管理，整个环
境非常差。”在写字楼工作的寇先生表示，之
前还有尚海湾小区的物业公司代为管理，但
最近一段时间也不见了踪影。

尚海湾物业：
该写字楼不属我们管理
得太贵，所以没有同意，故而写字楼一直没
有物业管理。
“写字楼的门面都已经出售，入
驻的商户也是从业主手上租的，写字楼的物
业该如何管理需要这些业主统一意见，我们
也不好插手。
”

昔日水沟臭味扑鼻 如今排水畅通水流清澈

市民政局出资为社区居民
“排”
解难题
本报讯（汤高峰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无物业管理的开放式小区，是文明城市创建
的难点。浔阳区白水湖街道白水湖社区的啤
酒厂南区居民宿舍，就是无物管的居民小
区。9 日，浔阳晚报记者在该宿舍楼周边看
到，昔日路面污水横流，如今道路干爽整洁；
往常水沟常年臭味扑鼻，现在排水系统畅通
水流清澈。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为彻

福 彩

特大喜讯

租户反映：写字楼内环境差影响生意

底疏通社区管辖的原改制企业啤酒厂南区居
民宿舍下水道堵塞问题，市民政局及时下拨
了 5000 元下水道专项疏通经费并在国庆节
前后组织专业人员加班加点开展整治，多年
来困扰小区居民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据了
解，该小区属于无物业管理小区且是企业改
制的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无经费保
障、无专门机构负责修缮、无专业人员负责管
理，自下水道被堵塞以后一直影响小区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每逢夏季因污水横流，特
别是下雨的时候更是让居民寸步难行。市民
政局自确定挂点帮扶该社区落实创建文明单
位指标以来，该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赴社区
开展调研工作，及时拟定了帮扶工作计划，定
期派出工作人员参与社区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据统计，截至目前市民政局已拨付社区
创建工作经费 50000 元，派出 200 多人次参与
社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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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中医医院脑病科

中西结合 对接国内先进技术

江西省级
临床重点
专 科

长期聘请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坐诊，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
专科优势：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顽固性癫痫、脑
瘫、面瘫、脑卒中及中医康复、顽固性头痛技术领先。
地
址：九江市德化路 555 号（南院 9 楼）
健康热线：18970226667（宗主任）

登记号：49142061-536040011A2101

停电时间

停电用户

10 月 11 日 09:30-11:30

浔阳区（姚家洼1#变）

开发区（动植物研究所，
大城建公用箱变，
一分厂路口公变，
浔电
仪专变，
一分场#2公变，
一分场#3公变，
信华城市印象配电房，
向湖新村配电房，
康乐小区#3箱变，
港监宿舍#2公变，
港监宿舍
#1公变，
新天地安置#1箱变，
新天地安置#2箱变，
新天地安置#
3专用配电房，
康乐小区1#公用配电房#1、
4#，
康乐小区2#公用
10 月 11 日 06:00-09:00 配电房#2，
一分场#1公变，
向湖新村公用配电房，
三泰游泳池对
面公用箱变，
三泰游泳池公变，
康都花苑，
月亮湾菜市场公用配
电房，
长发专变，
茶文化公变，
木材公司专变，
外滩音乐会所专
变，
泉兴房产专变，
泉兴房产2#专变，
后纬路公变，
党校外公变，
党校内公变，
三马路2#公变，
三马路3#公变，
宏泰公用箱变，
三
马路1#公变，
三马路路口公用箱变，
电力宾馆公用箱变）
10 月 11 日 06:00-11:00 濂溪区（新天地爱依投资、
爱依投资 3、
濂溪、
宝华机砖、
路灯）
10 月 11 日 07:00-10:00

柴桑区（新明机械、天时粉末制品、泰开成套电器、路灯 50、
星系源科技 315、辰硕电子）

备注：
1、
遇雨及特殊情况顺延，
此停电公告是预通知，
具体停电时间以检修日计划为准；
2、
临时
紧急停电工作由公司营销部与停电用户临时沟通；
3、
因负荷调整而进行的倒闸操作，
考虑到停电时
间短不予通知；
4、
有关周、
日停电预告，
您可关注
“国家电网九江供电”
新浪微博和九江供电公司
“电
保姆”
微信订阅号查询，
或关注九江新闻广播（FM90.0 97.5）07:20、
11:30、
18:20 三个时段的停电播
报，
或查询每周一《九江日报》和每日《浔阳晚报》查看停电信息（如有变动会及时更正）。
九江城区用电故障报修电话：
8465511、
8465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