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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雅芳 记者 储义/文

王翔/摄）4 月 12 日 9 时 30 分，城西港
区官湖路公交车站气氛热烈，简短的
启动仪式结束后，在人们的欢呼声与
掌声中，6 辆 56 路公交网约车缓缓驶
出车站，正式发车，开启服务企业职
工、方便百姓出行之路。

作为九江市工业发展主战场、项
目建设主平台、经开区发展主版块，近
年来，城西港区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
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建设，坚持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路子，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呈现出火热态
势。随着港区内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员
工数量逐年增加，以及当地百姓喜迁
新居，如何方便企业员工和百姓出行，
成为城西港区管理局重点工作。

2018年，为解决园区职工出行问
题，56路公交车顺利开通，港区企业职
工和群众上下班高峰期的出行得到了
较大地改善。但由于平峰时段乘车人
员较少，公交运行成本过高，很多企业
反映平峰时间段的公交班次较少，员
工出行不便。

“开通 56路公交网约车既是方便
群众出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
解决企业员工出行难题、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方式，是我们港区急群众之
所急，忧企业之所忧，大力改善民生
的一个缩影。”城西港区管理局有关
负责同志说，为进一步打造“四最”营
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城西港
区管理局与九江市公共交通集团公
司联合推出“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
网约公交服务，解决园区内的企业员
工及群众上下班及平峰时段的通勤
服务问题。从此，城西港区的群众和
企业职工可以通过手机，在城西港区
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公交车出
行，仅用两元就可享受“私人订制”式
公交服务。

近年来，城西港区管理局认真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经开区党局工
委、管委会的要求，致力解决港区企业
和群众的各种民生问题。新建了港城
中学和港城二小，改善港区教育环境；
引进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到港区办分
院，解决职工和群众医疗需求；打造生
态园区和长江最美岸线，改善企业职
工工作环境；积极推进安置小区的办
证工作，解决群众多年的心头之痛。

“去年从外地回到家乡，在港区企
业上班不比外地差，环境很好，生活也
很方便，我对港区的发展充满信心。”
参加启动仪式的杨女士告诉记者。

服务企业职工、方便百姓出行

城西港区开通“56路公交网约车”

城西港区56路公交网约车指南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城西港区经济社会发展，九江市城

西港区管理局与九江市公共交通

集团公司联合推出“网上预约、合

乘出行”的网约公交服务，解决园

区内的企业员工及群众上下班及

平峰时段的通勤服务问题，拟定两

种方式：

1、上下班高峰环行服务车（6∶
30～8 ∶ 20；17 ∶ 00～22 ∶ 05 1 元/人

次，具体查看“公交56路城西港内

环行线运行时间安排表”）

2、平峰网约公交服务车（2元/

人次）

公交56路城西港内环行线运行时间安排表

上班高峰期发车时间安排（6∶30～8∶20）
班次

6∶30 6∶40 6∶50 7∶00 7∶10 7∶20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7∶30 7∶40 7∶50 8∶00 8∶10 8∶20

发车站
1.线路：城西港区管理

局停车场-官湖路口南-城西

港区管理局-城西港区安置

小区-爱国路中-九江恒通-

张家渡-官湖路口-城西港区

公租房-压力容器监测中心-

春江路口东- 瑞智北门-泰盛

纸业-裕港路口-爱民路口中-

爱民路口-港兴路口-徐家渡-

现代钢构-长能风电-城西港

区管理局停车场

2.平峰期港区内提供微

型公交车辆网约服务，即用车

人通过网约用车，实行点对点

公交服务，乘客必须在站点上

下车。

3.上下班高峰时间段实

行环行运行，不接受预约。

备注

平峰时段时间安排（9∶00～16∶30）

下班高峰期发车时间安排（17∶00～22∶05）
班次

17∶00 17∶15 17∶30 17∶45 18∶00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一 二 三 四 五

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发车站

18∶10 18∶50 19∶10 19∶30 19∶40
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城西港区管理局停车场 21∶05 21∶20 21∶35 21∶50 22:05
19∶50 20∶05 20∶20 20∶35 20:50

微信公众号预约

关注城西港区微信公众号—点击“港区服务”—“公交

网约车”—输入姓名、人数、手机号、站点（起始—到达）

即可约车。

城西港区
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4月
10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旅客列车运
行图。调图后，九江站部分列车产生了哪
些变化？一起来看看吧。

据了解，此次涉及九江管内列车变
更运行经由 2 对，停运 2 对。具体为：

D6255/8（途经九江）景德镇北—南昌变
更为景德镇北—南昌西，改南昌西站为
终到始发站；D6343/D6254 九江（景德镇
北）—南昌西变更为九江（景德镇北）—
南昌，改南昌站为终到始发站；D6378/7
南昌西—九江停运；D6372/1南昌西—九

江停运。
铁路部门提醒，4 月 7 日至 4 月 13 日

为调整列车运行图实施过渡期，旅客可
通过登录www.12306.cn网站、关注车站广
播公告等方式及时了解最新情况，合理
安排行程。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本月
是第31个爱国卫生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共推‘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目
前，我市“厕所革命”完成良好，旅游厕所
工作开展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据了解，2015至 2018年，我市共建设
A级旅游厕所 400多座，大大改善了游客
的如厕环境。

2019 年，我市还将进一步积极开展
“厕所革命”工作，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

域、从城市延伸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
量提升的整体转变，早日实现对旅游厕所
建设工作提出的“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
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保、如厕文明”
的目标。

为不断强化对政府网站的日常监管，市
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网站管理科除
了在日常工作中，对“中国九江”网开展每周
一次的自查，对县区、市直部门网站进行每
日巡查等工作以外，从 2017年二季度开始，
还通过委托第三方技术公司，用技术手段来
进行每个季度的抽查监测。

“在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和全市政府网站
抽查中，我市被抽查的网站全部合格。虽然

‘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等现象仍
然存在，但是整体抽查合格率是不断在提升
的。”据网站管理科科长熊毅介绍，若各项指
标因未达标扣分后，有总分未达到 60分的
不合格网站，将对其进行通报整改。

从总体建设情况来看，修水县政府门户
网站、濂溪区政府门户网站、市林业局网站
等做得较好。据了解，修水县在政府信息化
工作推进过程中，在人员和经费等方面是保
障力度最大的一个县，还加强了网站“两微一
端”新媒体建设。濂溪区政府门户网站则创
新网站监管方式，对超期未维护栏目及时预
警。九江市林业信息化率更是以97.5%排名
全国第三，连续两年荣获“全国林业信息化建
设市级十佳单位”称号。

铁路调图过渡期结束

途经九江站4对列车有变化

全市已建设400多座A级旅游厕所

不及时 不准确 不回应 不实用

部分政府网站
存在“四不”现象

在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和全市政府网

站抽查中，我市被抽查的网站全部合

格。那么，九江政府网站发展究竟有无

“短板”呢？连日来，浔阳晚报记者调查了

解到，部分网站仍然存在“不及时、不准

确、不回应、不实用”等现象，也有不少网

站的先进思路获得了全国、全省的认可。

■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

我市政府网站运行良好
林业信息化率领跑全国

据了解，由于信息化技术发展较快，九
江政府网站发展存在网站专业技术人员不
足、信息共享不够等问题。对此，我市还将健
全工作机制，切实规范信息化项目建设和管
理，不断提升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水平。
从我市实际出发，突出我市区域和行业特色，
从信息系统整合、政务数据共享等方面入手，
推动政务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多方利用，谋划
和开展好我市的信息化建设。2019年，网站
管理科还将继续保障好“中国九江”网的日常
运维，进一步提高“中国九江”网政务公开水
平，同时建立健全政府网站建设管理和抽查
监管机制，不断加强对政府网站监管力度。

此外，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方案编制工
作、已纳入“智慧九江”建设的首批项目当中
的“中国九江”网集约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正式启动。

政府网站发展存在“短板”

按照国家和省市对于政府网站域名的
要求，政府网站应使用以“.gov.cn”为后缀的
英文域名和“.政务”为后缀的中文域名，不
得使用其他后缀的域名。为按时完成好这
项工作，2月初，我市针对全市政府门户网
站、部门网站、事业单位网站、业务系统的中
英文域名清理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按照“梳
理、注册、注销和复查”等步骤细化了工作要
求，对全市 107 个政府网站域名进行了清
理。3月 25日，结合我市机构改革情况，56
个（含业务系统13个）市直部门网站已全部
按要求使用“中国九江”网二级域名，保留
了 15个市级和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域名，36
个不符合规范的网站域名正在按程序申请
注销或已经注销。

从 4月 1日开始到 6月 30日，这段时间
是新老域名重叠使用的过渡期，市直部门政
府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也发布了域名变更
公告，过渡期结束后，域名的更改对网民的
访问习惯会产生轻微影响，但长期来看，可
以通过“中国九江”网站群导航或者百度、
360等搜索引擎找到对应的政府网站。

市直部门政府网站变更域名
有3个月的过渡期

5656路发车路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