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鳊渔洲长江大桥

工人挥汗如雨加班加点赶进度

本报讯（胡恒英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

园）自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行动7月
底启动以来，向阳街道经过前期动员、部
署等一系列的工作安排，对辖区重点企业
进行违纪违规检查，并进行培训，取得了
一定效果。近日，向阳街道召开安全生产

“打非治违”百日行动总结会，会议由易志
斌书记主持，街道班子成员、相关科室人
员、安委会小组成员，各村（社区）主任等

参加会议。
街道分管负责人首先对辖区企业单

位检查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检查之后
的整改情况进行分析，各村（社区）就开展
整改工作进行交流发言。刘成主任在会
议指出，自开展活动以来，街道有针对性
地检查辖区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危
化品和商贸等行业领域，重点是违纪违规
严重、安全隐患较多、消防设施不健全等

方面内容，通过检查整改，进一步规范了
安全生产秩序。

易志斌书记最后强调，“打非治违”百
日行动虽已结束，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会停
止。街道上下要坚守安全生产底线，紧盯
重点领域行业，强化安全生产重点监管，
继续提高站位，明确责任落实，将安全生
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明年安全生产工
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柯妍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近日，
向阳街道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
中学习会。会上，学习了相关讲话精神、黄文秀
同志的先进事迹以及《中共共产党问责条例》，并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交流发
言并共同学习汇编资料。

会议强调，要严格遵守党章，切实把讲党性、
守党规、严党纪的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决胜
全面小康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向阳街道：
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

本报讯（邱隆刚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

园 文/摄）在江西省第 24 个环卫工人节
之前，向阳街道组织开展了喜迎环卫工
人节拓展培训活动，并组织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近日，向阳街道在翠竹山庄举办了一
场由环卫工人、街道四员、村居市容专干
共同参与的拓展培训活动。此次拓展培训
活动共设置了开营破冰、共同进退、水到渠
成、不倒森林、动力绳圈五个项目，目的是
让参训者在愉快、积极的参与中学到知识、
领悟道理，让参训者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
体验和感悟自己的心理状态，学会解决问

题的方法，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提
高参与者适应学习的能力，培养团队精神
和释放精神压力。经过激烈的比拼，分别
决出了团体项目的一、二、三等奖，街道为
每一个获奖人员颁发了一份纪念品。最
后，还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通过开展拓展训练活动，培养了大家
的团队精神，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协
调，营造一份健康向上、团结协作的氛围，
增强了同事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意
识。环卫工人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
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团结的精神，
为美丽九江作出自己的贡献。

向阳街道：
召开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行动总结会

向阳街道:组织开展环卫工人节拓展培训活动

活动现场。

本报讯（胡帅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近日，
向阳街道西林村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会议听取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工作汇报，
详细了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进一步做好
下一阶段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街、村干部在思想
上要高度重视，聘请了大气污染防治专业巡查人
员，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保持通信畅通，值班
人员 24小时在职在岗在位，重点抓好大气污染
防治巡查管控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把当前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

向阳街道西林村：
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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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本月
初，2019年快递业务进入旺季。下周一，由
电商带动的第一批快递业务业务旺季高峰
——“双 11”即将到来。昨日，浔阳晚报记
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双 11”期
间（11日～18日），我市快递收寄量预计将
突破 500 万件，投递量将突破 1000 万件。
面对“双 11”网购大潮来袭，我市邮政和快
递企业未雨绸缪，厉兵秣马，采取措施全力
保障旺季快递行业的优质服务、安全服务、
满意服务。

据了解，2019年快递业务旺季自 11月
初至 2020年春节（1月 25日）前夕，共计 85
天。预计，“双 11”、“双 12”以及 2020年元
旦和春节前的电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量
显著增长。其中，“双 11”期间（11月 11日
～18日）将出现旺季峰值。据主要电商平
台预测，今年“双11”网购将持续攀高，百姓
网购热情高涨，尤其是县域网购增幅暴
涨。初步预计，今年“双11”期间，我市快递
收寄量将突破 500 万件，投递量将突破
1000万件。九江电商产业快速崛起，今年
我市收寄量增幅将显著超过投递量增幅。
其中，单日最高处理量峰值将超过 230万
件，是日常处理量的3.5倍。

“为了服务好电商发展大局，服务好广

大百姓，我市邮政和快递企业都在积极备
战，着眼保障旺季期间快递服务质量、抓好
末端服务网络稳定。”据市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万鑫介绍，为全力保障旺季平稳运行，市
邮政管理部门重点加强对末端网点和乡镇
服务能力的关注，实行 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市邮政管理局还将启动监管和
申诉联动工作机制，通过12305电话申诉和
邮政业网上申诉平台，广泛受理公众对企业
服务质量的申诉和违法举报，协调解决纠
纷，协调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违
规行为，努力做到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为了更好地应对“双 11”业务旺季高
峰，各快递企业都成立了旺季服务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精心制订了旺季快递服务保
障方案和应急预案。为防止快件“爆仓”，

“四通一达”等主要品牌快递企业通过搬迁
进驻园区、扩大生产作业场地，其他中小快
递企业采取临时租赁、临时搭建棚屋等措
施，提前做好快件存放场地的储备。据不
完全统计，我市快递企业储备快件存放场
地近一万平方米。9月起，各快递企业利用
入驻园区场地搬迁的时机，纷纷加大分拣
设备、装卸设备、收寄智能终端、内部作业
场地的装修改造的投入，如市中通、申通、
圆通先后投资数百万元增设了全自动分拣

线，极大地提高了快件处理效率。面对旺
季成倍增长的业务量，各快递企业根据“双
11”进出港票量的预测，制定了合理的高峰
操作时间段，灵活机动安排员工加班时间，
提前安排员工增配，各企业还通过购置新
增、社会租赁、市内转场、委托代运等方式配
足运输投递车辆，以确保运输运能能够满足
旺季高峰市场需求。同时，为了做好旺季快
递服务工作，各快递企业还增加了投诉受理
人员，统一了投诉处理流程，加大了投诉处
罚力度，进一步做好快件查询、损失赔偿工
作，确保旺季期间服务质量不降低。

近年来，我市快递业继续保持高增长
势头。目前，全市有寄递品牌 17个，法人
企业89家，分支机构128家，备案末端网点
807个，大型快件分拨中心22处，快递从业
人员 8000余人。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市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4353.3万件，
同比增长18.41%；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9亿
元，同比增长 11.08%。快递业务投递量累
计完成9071.51万件，同比增长21.18%。今
年 8月份，位于城西港的我市第一个专业
化快递园区宝顺物流园建设完毕并投入运
营，“四通一达”等主要品牌快递企业陆续
进驻，我市快递业呈现出集群化发展的良
好势头。

“双11”期间

快递收寄量预计突破500万件
我市邮政和快递企业积极备战

本报讯（刘枫）11月 5日，浔阳区商务局
扶贫助学活动走进浔东小学。为贫困孩子
送去了书包、文具、课外书籍等学习用品。
书本上“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尽
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等一句句温馨
的赠言，让活动充满关爱和温情。

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不断深入，浔阳区商务局将此次助学活动作
为为群众办实事的“自选动作”，营造一种社
会氛围，呼唤一片社会真情。近年来，浔阳
区情系民生福祉，始终将民生改善、脱贫攻
坚作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民生、最大的责
任，扎实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活动结束
时，商务局的叔叔、阿姨们鼓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克服困难，勤奋努力，阳光生活。

浔阳区商务局
走进浔东小学
为贫困孩子送学习用品

本报讯（徐红波 杨顺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11月1日至3日，中国自然教育大会
暨第六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在湖北武汉召
开。中国林学会公布了第二批自然教育学
校（基地）名单并授牌，九江森林博物馆榜上
有名。

九江森林博物馆位于庐山北麓天花井
国家森林公园内，博物馆分室内、室外两部
分。室内部分由六厅两廊（六厅：序厅、认识
森林、走进森林、亲近森林、珍惜森林、尾厅，
两廊：花鸟廊、古树名木廊）组成，展出动植
物标本1000余件，包括华南虎、金钱豹、梅花
鹿、麋鹿、黑麂、白鹤、中华秋沙鸭、巨蜥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和乌木等珍贵标本。室外
为 16 个以县（市、区）命名的特色珍稀树木
园，周边有九江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库和
樱花园，迁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100余种，栽
种樱花50余种。自2018年5月9日正式免费
对外开放以来，凭借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和
优质的科普服务水平，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
青少年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截至目前，该
馆共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涵盖市民、学生、
军人、外籍游客等诸多群体，辐射面广泛。

据了解，自然教育是人们认识自然、了
解自然的有效途径。在生态保护战略的推
动下,全国各地开展的自然教育活动，有效地
带动了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亲近自然、了
解自然，进而更积极地参与自然保护。

九江森林博物馆被授予
全国自然教育学校（基地）

本报讯（朱斌 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
凌晨五、六时的长江鳊渔洲，太阳还没出
来，东方刚刚发亮。黎明前的夜在天泵机
的轰鸣衬托下，显得更加寂静，夜色还没有
完全褪去，鳊渔洲上的护林树，叶子在微弱
的晨光中摇曳着，蟋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
虫子演奏着夜曲的最后一章，但声音已经
没有夜深时响亮。

浔阳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技术人
员站在鳊渔洲长江大桥主墩五#墩模板上，
指挥着工人振捣混凝土和安排工人每时每
刻检查模板拉杆，此时天已微微亮，远处的

轮船可以看清楚，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泵车声音不绝于耳，混凝土从十几米

高的泵车管子里奔涌而下，溅起的水泥浆，
弄得浑身星星点点。振捣棒嗡嗡地响着，
溅起的水泥浆四处飞散。混凝土散发出的
热量使得模板里像个蒸笼，振捣的工人，早
已泥浆满身，汗水浸透了他们身体。虽然
挥汗如雨，但他们没有一丝抱怨，根本不在
乎满身的泥浆。眼前这个桥墩，这座桥，这
条铁路，真正起到最基础作用的人，正是浔
阳晚报记者眼前的这些的工人。

浇筑工作接近了尾声，这时施工队伍

带班老雷满身泥浆的从内模板爬上来，浔
阳晚报记者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也下去了
呢，下面不是安排了人随时走动检查吗？”
他说自己下去检查一下放心点，质量无小
事。建设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在
国家桥梁建设事业一线，他们让江面不再
宽，让道路不再长，为当地交通出行带来了
便利，使当地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个个承台浇筑完成，一个个墩柱拔
地而起，一节节梁拼装完成，一座座大桥形
成一个整体，这都是他们的辛勤付出所带
来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