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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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不能按月发放，我们多
次向劳动监察等部门反映也没能
解决问题，怎么办？”9月中旬，南昌
市红谷滩区九龙馨苑等4个小区物
业公司近40名保安向本报求助，期
盼江西国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简
称国通公司）能尽快补发 6 至 8 月
共 3 个月的工资。9 月 21 日，记者
就此介入帮办，当时，国通公司总
经理郑金虎承诺，将在国庆节前补
发工资。但 9月 30日，国通公司仅
补发了 6 月份工资。当天中午，保
安洪星（化名）等人拨打南昌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反映诉求。截
至10月14日上午，国通公司仍未发
放被拖欠的工资。无奈之下，洪星
等人又向本报求助。

据了解，涉及欠薪的九龙馨苑
等4个小区的物业均由南昌市红谷
滩城投集团红谷物业公司（简称红
谷物业）管理，这些小区的保安业
务则由红谷物业统一外包给国通
公司运营。

洪星告诉记者，拖欠工资的情
况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他们曾多
次追问公司原因。国通公司相关
人员给出的理由是，红谷物业拖欠
了保安服务外包费，致使国通公司
难以按时发放保安工资。

对此，10 月 14 日上午，红谷物
业总经理高敏表示，红谷物业从
未拖欠过国通公司的外包费。他
透露，国通公司近年摊子铺得较
大，资金回笼滞后。他曾以甲方
单位名义多次告诫郑金虎，按时
发放员工工资。高敏表示，如果
国通公司不守法，随意拖欠或克
扣工资，侵害员工合法利益，红谷
物业将中断和该公司的合作，更
换合作伙伴。

据洪星介绍，就长期欠薪问

题，他们多次向红谷滩区及南昌市
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劳动监察部门
也派了相关工作人员介入处理，但
公司照旧拖欠工资。

之后，记者就此向南昌市劳动
监督局核实，该部门魏姓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洪星等人的讨
薪诉求。他表示，被欠薪的当事人
带上身份证直接向该部门反映即
可，没必要通过媒体来处理。

那么，南昌市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于9月30日受理洪星等人的投
诉，为何时隔半个月无动静呢？热
线管理处副处长李颖表示，根据核
查，9月30日中午，接到了洪星等人
投诉的半小时后，工作人员按程序
转交至红谷滩区政府，由该区政府
再依规对投诉进一步处理。按制
度规定，热线接办单位应在10个工
作日内向热线管理处反馈结果。
因恰逢国庆长假，该投诉的反馈有
些滞后。她表示，会再与红滩区政
府沟通，要求加快处理。

红谷滩区政府办相关负责人
王云华表示，区政府办已督促区劳
动监察部门及红谷物业介入处理，
尽快解决问题。

面对记者采访，郑金虎坦承，1
月份以来公司确实资金出了点问
题，整体运行有压力，未能保障员
工工资及时发放，近40名保安目前
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近 30 万元。10
月14日上午，他已安排补发工资。

10月14日下午，洪星向记者反
馈，包括他在内的近40名保安均已
领到被拖欠的两个月工资。

10月15日，就员工工资长期遭
拖欠现象，郑金虎及公司管理层人
员钟鹃已向洪星等人致歉，并承
诺以后不再欠薪，确保按时发放
工资。

保安工资遭拖欠
多方介入终解决
江西国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向员工道歉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通讯员熊
振标）10月 20日上午，南昌市新建区
厚田乡西门村广场，由本报“党报帮
你办”栏目和民建南昌市新建区总支
联合开展的重阳节走访慰问活动在
此举行。民建新建区总支组织委员
谭庆国挨个为村里的 30多名老人发

放爱心红包。
81岁的谭火根患有慢性病，他的

妻子患有精神疾病，这个家庭因病致
贫被纳入精准扶贫户。领到爱心企业
发的红包后，谭火根说：“这份爱心让
人感动！”当天，西门村共有30多名老
人收到了重阳暖心红包。

10多年前，西门村村民谭庆国创
办了江西绿捷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谭庆国致富不忘众乡
亲，从2012年开始，每年的重阳节，他
都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每年
冬至，谭庆国自掏腰包宴请村里的老
人，今年已是第9个年头。

近日，景德镇市浮梁县兴田乡
居民反映，因为危桥和修建水利枢
纽的缘故，清溪大桥老桥被当地相
关部门爆破，要修建新桥。为了方
便通行，相关部门还在新桥旁边建
了一座便桥，但7月7日一场洪水将
便桥冲毁了。现在的情况是，新桥
迟迟未建好，便桥又被毁坏，村民出
行只好靠渡船过河。

10月20日，记者来到浮梁县峙
滩镇清溪大桥施工现场。只见现场
空无一人，一艘渡船停在河边。浮
梁县峙滩镇清溪村村民张师傅告诉
记者，大概在今年3月，景德镇市公
路局浮梁县分局将老的清溪大桥爆
破。“因为老桥是危桥，又涉及水利
枢纽工程，相关部门将在原址上建
一座新桥。为了方便附近村民出
行，还在新桥旁建了一座便桥。没
想到，7 月份的一场洪水将便桥冲
毁了。”

张师傅还告诉记者，清溪大桥
是浮梁县兴田乡连接峙滩镇的主要
通道，是兴田乡居民通往县城的必
经之桥。粗略计算，加上兴田乡和
峙滩镇的居民，有近 3 万人要通过
此桥出行。为了解决村民的出行，

峙滩镇政府自 8月 29日起，安排了
一艘渡船在施工期间运送村民过
河。

张师傅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
施工计划，两个月就可以把新桥建
好。现在两个月早就过去了，新桥
还没有建好。“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抓
紧施工，解决村民出行难题。”

清溪新桥什么时候才能够建
好？对此，景德镇市公路局浮梁
分局负责此事的金副局长告诉记
者，按照当时的规划，2 个月之内
可以建好。但由于汛期的原因，
洪水将工地淹没了，导致桥梁一
直无法浇筑。“公路局将进一步加
大机械、人员投入，加快桥梁维修
工作进度。力争在 10 月底完成
桥面铺装，预计 11 月中旬实现通
车。”金副局长说。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桥梁的施
工方负责人胡先生赶到了现场。据
其介绍，目前，整座桥梁还差7片桥
面，“之前因为涨水，将桥梁浇筑的
现场淹没了 3 次，导致桥面无法浇
筑。等桥面一浇筑好，就可以立即
安装上去。下个月中旬新桥实现通
车没有问题。”

开发商无信 业主心慌慌

10月 14日，记者在银河世纪城看
到，这里的房子已经全部建好了，但是
绿化与路面等很多工程没有完工。

业主代表付先生告诉记者，银河
世纪城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动工建
设，2018 年对外销售，按照购房合同
约定，2019 年 12 月，楼盘要全部完工
并交房。

“但是开发商并未履行合同约定，
甚至从去年2月份开始，项目出现停工
现象。”付先生告诉记者，银河世纪城
共有 800套房子，目前已经卖出了 700
多套。看到开发商迟迟不能交房，业
主们先后去了安义县房地产管理局等
多个部门反映此事。

付先生向记者介绍，在安义县委
县政府的出面协调下，开发商先后于
去年 9月，今年 6月与今年 9月，写下 3
份承诺书，承诺工地复工，不让楼盘

“烂尾”，并尽快交房。
令业主失望的是，开发商的承诺

并没有兑现。业主每次按照约定的

时间去收房，发现楼盘的路面硬化、
小区绿化、公用设施及安防设施等完
善事项没有时间表，甚至工地都没有
复工。

施工进度慢 敷衍业主未受罚

面对屡屡失约的开发商，业主们心
急如焚，特别是坊间传闻开发商资金链
断裂，有可能跑路，这让业主们心忧。

业主雷先生告诉记者，不能任由
开发商违约，于是他们向安义县政府

进行了情况反映。
在县政府的协调下，开发商在今

年9月复工，工地上终于出现了施工人
员的身影，但每日不到五六人，施工进
度非常缓慢。

“这明显是在敷衍应付我们，于是
我们又去了县政府反映。”业主维权代
表陈先生告诉记者，令他们难以接受
的是，开发商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陈先生说，他们算过账，银河世纪
城当时销售的均价是每平方米 7000
元，单套面积均在 100平方米以上，开
发商已经卖出了 700 多套房子，照此
计算，开发商至少收到了 6 亿元的购
房款。

“按理来说，这一项目完工不存在
资金压力。”陈先生说，他们多次去监
管部门要求对开发商采取措施，尽快
交房，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确保不烂尾 已冻结剩余资产

“问题可控，能解决，已冻结项目
剩余资产，不会让银河世纪城烂尾”。

10月 15日，安义县房地产管理局回复
记者，称经过调查，发现银河世纪城之
所以停工，是因为开发商与承建商江
西金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矛
盾所致，目前已经成了专门工作小组
来处理这一问题。

安义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廖延军
告诉记者，目前，开发商尚未出售的住
房、商铺、车位等资产和被监管资金折
合总计有 6000多万元，已由安义县房
管局按规定实施了监管，而银河世纪
城项目剩余工程量所需资金3000多万
元，因此，该项目被监管资产资金能够
覆盖收尾工程所需资金，不存在烂尾
风险。

廖延军告诉记者，安义县政府已
责令江西金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尽
快安排施工队伍负责项目后续扫尾工
作，并以监管的资产资金为保障，要求
承建商尽快完成该项目，确保今年 12
月底全面完成银河世纪城的工程扫尾
工作，并要求开发商按流程办理交房
手续。

洪水冲毁便民桥
摆渡过河很不便
浮梁清溪大桥新桥加紧施工，

预计下月通车

交房屡屡失约 700余户业主忧烂尾
安义县房管局：已冻结剩余资产 确保银河世纪城年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重
阳节将至。 10 月 21 日，本报

“党报帮你办”栏目携手华东交
通大学、省人民医院、湖口县人
民政府、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
在湖口县舜德乡舜德村开展了
一场“献爱心送温暖”公益活
动。除了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外，还
为 100 多 名 老 人 免 费 检 查 身
体，让村民感受到来自党和社
会的关爱，弘扬敬老爱老的风
尚。

人潮涌动，笑声不断。“花开
花落真心无悔，生生世世把你追
随……”当天上午，在舜德村广
场，来自华东交大的 40 多名演
艺人员，献上了相声、舞蹈、歌
曲、魔术等 8 个精彩节目，村民
们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响起阵阵
掌声。

“感谢大学生志愿者为我们
提供了一场文化盛宴。今后我
们也要把村里的文明实践搞得
更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他
们每天的心情都很愉快。”舜德
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

在广场两侧，一字排开的义
诊台上摆放了血压、血糖、癌症
筛查等检测仪器，来自省人民医
院的 10 多名骨干医生开展义
诊，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
专家级医疗服务。

在义诊台前，省人民医院主
任医师程宗佑仔细询问老人陶
海映的身体状况，认真分析他的
病情，讲解注意事项，并解答关
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等
问题。

村民柳佰华一边测量血压，
一边欣赏台上表演的节目。这
名 90高龄的老人耳聪目明。他
说，江西日报组织活动，给老百
姓送健康、送文化，值得称道。

“专家们仔细问、认真听，结
合我的病情给出了很好的治疗
方案。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
活动，真是太好了。”73岁的黄木
桂听完专家给出的治疗意见后，
连忙掏出手机给老伴打电话，兴
奋地说。

与村民广场一路之隔的舜
德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临时搭
建的心电图检测室一片忙碌，医
生正依次在给 10多名老人进行
心电图检测。

与此同时，在舜德乡光荣敬
老院，爱心企业四特酒有限责任
公司为 32 名老人送上了棉被、
牛奶等重阳节礼物。

自 8 月以来，本报“党报帮
你办”携手爱心企业和单位开
展了慰问群众送温暖系列活
动，目前足迹已遍布鄱阳县、
彭泽县、南昌县、新建区、都昌
县等地，惠及 2000 余户群众，
这次在湖口县开展的是系列
活动的第 14 场。爱心无止境，
我们会继续将社会各界的爱
心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活动
还将持续下去。

本报送温暖系列活动走进湖口县舜德乡

重阳节前送健康 老人心里暖洋洋

爱心红包 30多名老人很温暖

①①

②②村民接受心电
图监测。

③③敬老院老人喜
获爱心物资。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②② ③③

①村民在家门口享
受专家级的医疗服
务。

本 报 讯 （记 者陈璋、通 讯 员
敖乐）近 日 ，樟 树 市 洋 湖 乡 联 合
爱心人士和企业，开展了爱心捐
赠 活 动 。 为 洋 湖 小 学 的 孩 子 们
和 敬 老 院 的 五 保 老 人 送 来 了 爱
心物资。

在洋湖小学，爱心人士徐利剑送

来了500只书包、100套课桌椅和3台
空调等，进一步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
件。在洋湖敬老院，爱心人士亲切地
与老人们进行交流，询问老人身体状
况、生活情况等，并捐赠了一批生活
物资。

洋 湖 乡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近年来，洋湖乡不断加大对教
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事业的保
障力度，并积极联系洋湖乡在外
爱心人士和企业给予支持，加强
对老人和孩子的关心，营造一个
温暖的康养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教
育环境。

爱心捐赠 敬老扶幼情暖乡邻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记者 童梦宁

10月14日，南昌市安义县银河世纪城业主魏女士反映，开发商安义县恒新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屡屡失约交
房。“按照合同约定，银河世纪城本应2019年全部完工并交房，但是至今没有完工，大家担忧开发商跑路，楼盘‘烂
尾’，买房的血汗钱打水漂。”魏女士说，业主急盼监管部门出手，对开发商采取措施，督促项目复工，尽快交房。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处于停工状态的银河世纪城。
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