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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正如火如荼进行，
却有少数人
“顶风作案”

墙面刚粉刷 就被印上“牛皮癣”
“太不像话了，刚刚粉刷一新的
墙面，竟然有人将办证的‘牛皮癣’
印在上面，应该严惩”。昨日一早，
家住甘棠街道新公园社区的居民出
门发现，洁白的墙面上，几块办证的
“牛皮癣”
赫然印在墙上，非常刺眼。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文/摄
粉刷一新的公共围墙又被印上了小广告（图中画圈处
图中画圈处）
）。

公共围墙又被印上了小广告，
社区好无奈
当前，全市上下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有
序推进，针对边街小巷“牛皮癣”泛滥的情
况，
相关部门进行过重点整治，
重拳出击抓
获并处理了几个在小区张贴
“牛皮癣”
小广
告者，居民拍手叫好。浔阳晚报记者调查
发现，
在中心城区的浔阳区，
无物业管理的
开放式小区，
楼道、公共围墙等上面，
是
“牛
皮癣”的重灾区。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的
“牛皮癣”
，
犹如一道狰狞的
“疤痕”
，
影响了

城市的美丽，
污染了人们的视觉，
与文明城
证 188905746XX”牛皮癣，有的印的位置
市创建格格不入。
还挺高，显然是借助工具印上去的。社区
11 月初，甘棠街道新公园社区将辖区
常道霞主任闻讯后，也是气愤不已：
“前不
一些开放式小区的公共围墙重新粉刷一
久，市执法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中
新，在主要位置挂上便民信息张贴栏。就
心 城 区 开 展‘ 牛 皮 癣 ’小 广 告 整 治 的 通
在洁白的围墙以崭新的面貌“上岗”不到
告》，对违法张贴、喷涂、刻画的‘牛皮癣’
两天，就有人将办证的小广告印了上去， 小广告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正式向城市
家住附近的居民个个直摇头。浔阳晚报 ‘牛皮癣’宣战。这些贴‘牛皮癣’的人太
记者注意到，印在洁白围墙上的“诚信办
过分了，
应该要把他揪出来。
”

新亮相的公益广告牌，
也频遭“牛皮癣”侵害
据了解，自 10 月上旬起，我市陆续在
被人用黑色彩笔涂写上“施救补胎换胎”、
城区 43 条主次干道及 8 个公园、9 个广场 “24 小时”
字样，
并留有电话号码，
右侧则重
设置万余幅公益广告宣传牌。这些公益
复涂画了一遍，看起来非常扎眼。在龙开
广告牌因制作精美、内涵丰富，让人耳目
故道附近一处公益广告上，便被张贴上了
一新，深受市民好评，成为一道赏心悦目 “无担保贷款”
字样的
“牛皮癣”
“
。这些公益
的城市文明风景线。
广告非常新颖别致，
传递着文明正能量，
被
然而让人气愤的是，刚设置在街头公 ‘牛皮癣’
破坏了，
真可惜。
”
采访时，
路过的
共场所的一些公益广告牌，
也频频遭到
“牛
市民都这样惋惜地说道。由于城市“牛皮
皮癣”
侵害。在九江一桥出口位置，
长虹北
癣”小广告成本低、收益高、数量多、覆盖
路与庐峰东路交汇处，一块公益广告左侧
广、监管难等特点，
违法者往往抱着侥幸心

理顶风作案。根治“牛皮癣”，并非一朝一
夕之事，
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加大
执法力度，
形成震慑作用，
而且还要加强宣
传教育，
提升社会监督的积极性，
畅通监督
举报渠道，形成全民共同参与治理“牛皮
癣”的良好氛围。在全市上下文明创建如
火如荼开展，人人都为创建工作出力的当
下，
本报将继续加大曝光顶风作案的
“牛皮
癣”个例，对查处张贴“牛皮癣”者，也予以
曝光，
为打造干净整洁的城市文明助力。

从衣、
食、住、行出发
全方位参与文明创建
本报讯（汤高峰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11 月 5 日至 7 日，市民政局、
白水湖社区联合神峰山庄开展生态农
业开展进社区活动，连续三天向社区
居民赠送有机蔬菜，并结合赠送活动
开展“文明餐桌、健康生活”主题宣传，
赢得了广大居民的热情参与。据悉，
这也是该社区发动群众从衣、食、住、
行出发全方位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系列活动之一。
据了解，自我市启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以来，市民政局作为帮扶
单位及时联合社区制定了创建工作方
案，拟定了月度、季度、年度工作计划
表，并从衣、食、住、行等方面着手发动
群众参与。在“衣”上主要通过设置垃
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导群众合理处置废
旧衣物及垃圾，
做到生活垃圾最大化利
用和最科学处置；
在
“食”
上通过免费赠
送有机蔬菜主题活动吸引群众关注，
宣
传健康饮食、文明餐桌知识；在“住”上
通过每周五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对社
区各小区的卫生死角进行清理，
引导群
众爱护环境、保护家园；在“行”上通过
文明劝导、
设置人车分离障碍等设施引
导群众安全出行、
文明停车。
据统计，截至目前，市民政局、白
水 湖 社 区 已 出 动 500 多 人 次 、投 入
50000 多元资金开展了环境卫生综合
治理、文明劝导、宣传栏制作、宣传单
发放等活动，社区所属的各小区卫生
死角清理实现全覆盖、文明创建知识
宣传实现全覆盖目标，该社区广大居
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晓率、参与率
得到进一步提升。

火力全开 联盛带您嗨购双十一
双十一已经进入倒计时，相信小伙伴们
早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等着这一天
狂购一波。当您还在网上四处搜索更优惠
的省钱攻略的时候，不如来联盛逛逛，这个
双十一联盛火力全开，带您一起嗨购双十
一，帮您省、省、省，让您享受不一样的购物
体验。
双十一还未到，联盛超市的省钱狂欢就
已开始，40 款量贩装劲爆商品提前预售，很
多小伙伴提前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联
盛超市的福利可远远不只这些，越到后面越
劲爆，小伙伴们是不是很期待还会有哪些超
值福利？别急，小编这就揭开谜底，定不会

福 彩

特大喜讯

热烈祝贺我市彩民再次喜中
福彩双色球864万元大奖

让您失望！11 月 11 日，
“爆款来袭”联盛网上
超市推出 20 款超低爆款商品，让您任性买买
买，省钱不剁手！凡在联盛超市、联盛网上
超市购物的会员顾客单笔消费满 100 元，即
可获得 50 元购物券一张；满 200 元及以上，
可获得 100 元购物券一张；这个双十一,来联
盛超市买到你手软,Are you ready……联盛
众多福利暴击
“双 11”
，
让您爽到爆！
当天，如果您还想享受更多“一掷千金”
的欢乐，那就来联盛购物中心，实实在在的
减，实实在在的送，刷新你的购物体验。九
江联盛快乐城，吃喝玩乐全免费，0 元喝星巴
克咖啡、玩天空之城电玩、吃满记甜品、麦迪

开奖公告
>

双色球：第2018131期
21 22 24 31 32 33 + 01
七乐彩：第2018131期
09 12 13 16 25 26 30 + 02
东方6+1：第2018131期
739501+牛
15选5：第2018305期
01 07 11 13 15
3 D ：第2018305期 8 4 5

友情提示：准确详情请登录江西福彩网（http://www.jxfczx.cn/）查询

美丽家三年首届团购会

森唱 K……吃好喝好玩好，还送代金券，扫快
乐城公众号二维码就能参加抽大奖活动。
11 月 10 日至 11 日，九江联盛广场 1-6F
流行商品最高 1 换 4。双十一当天，指定专厅
购物享 5-11 倍积分，任意消费即可参与抽
奖，iPad Pro（64G）、小米扫地机器人等，众多
壕礼等您来拿！联盛奥莱购物满 50 送 60、1
元福袋秒不停，更多壕礼狂欢送，狂欢双十
一就是这么爆！瑞昌联盛购物中心推出惠
不可挡的超低折扣，购物就有好礼免费相
送，还有霸王餐等着您！武宁快乐城餐饮、
小吃、娱乐、美容、服饰消费券送不停！修水
购物中心大宴全城，购物就送好礼，让您充

医讯

满快乐。
线上线下一起嗨才是真的嗨。登陆易
佳购可抢 1 张餐饮券及 1 张零售券，餐饮券
金额为 78 元换 100 元，零售券金额为 100 换
150 元。易佳购平台还推出微信链接，线上 1
元秒杀 50 元餐饮代金券、1 元秒杀奶茶券、50
元秒杀彩妆产品、99 元秒杀卫衣或其他品类
服饰等。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掉元宝”，小
伙伴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联盛双十一用真情回馈广大消费者，让
您嗨到不剁手！心动就要速行动，狂欢联盛
双十一。趁着双十一，就来联盛好好任性一
回吧。
（周礼金）

11 月 2 日，九江市中医医院举办“中医药
文化节暨冬季膏方活动”
，诚邀请您参加。

一、活动内容：1、义诊活动：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义诊（免费体质辨
识、免诊查费、膏方加工费优惠 5%，
优惠限活动 11 月 2 日当天）；
2、文艺汇演
（南院七楼多功能厅 10:00-12:00）；
3、
膏方熬制：
现场演示，
免费品尝。
二、活动时间：2018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2:00
三、活动地点：九江市中医医院南院（濂溪区德化路 555 号）
欢迎广大市民来院预约咨询。
登记号：
49142061-536040011A2101

黄金广告位 展尊贵品牌
招商热线 8558165

11 月 15 日震撼启动 优惠前所未有 进店惊喜多多 大礼送不停！
咨询电话：
0792-8899001

地址：
新五中旁柏林印象美丽家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