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旺 6月13日，永丰县坑田镇塘下村的蔬果种植基地，大棚、稻田、青山、村庄和蓝天白云相映成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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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
南昌地铁运送253.08万人次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端午小长假期间，南昌地铁精心
组织，整体运营状况良好，线网总客运量253.08万人次、日均客
运量84.36万人次，全网安全平稳高效地完成了端午节假日大客
流组织输送任务。

小长假期间，短途出行游玩及探亲客流较多，客流呈节前
激增、节中回落、节后反弹的态势。端午节前夕（6月11日）线网
客运量达 90.33万人次。14日，返程旅客较为集中，1号线卫东
站为线网人气最高车站，进出站客流累计高达22万人次。临近
商圈的八一馆站、八一广场站、谢家村站、九龙湖南站以及临近
大学城的双港站、奥体中心站、前湖大道站客流量增长较多。
与铁路枢纽接驳的南昌西站、南昌火车站两大地铁站亦为大客
流集散地。其中6月11日南昌西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67250人
次，南昌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47501人次；6月14日南昌西
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 85797人次，南昌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
流57888人次。

江西实施英烈后代家庭
相册公益项目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6月16日记者从省红十字会获悉，省
红十字会、吉安市红十字会、井冈山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同志
与 11名红十字志愿者一起，近日专程到井冈山市茅坪乡，看望
慰问英烈袁文才的家属，并送上英烈大幅油画头像和慰问品。
目前省红十字会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英烈后代家庭相册公益
项目。

江西英烈后代家庭相册公益项目是去年省红十字基金会
发起的项目，通过 99公益日线上线下活动，共筹集善款近 4万
元。省红十字会已给 12名英烈后代和 1000多名革命老区老人
赠送了油画头像及相册，慰问对象覆盖井冈山市4个乡镇30多
个村庄，给英烈后代及高龄老人送去了红十字会的温暖。

市场：价格上涨生意依旧红火

“鲫鱼两个月前零售价还是 14元/公
斤，现在涨到了30元/公斤，批发价也由原
来的 10 元/公斤，涨到了现在的 20 元/公
斤。”南昌凤凰花园农贸市场一名鱼铺老板
告诉记者，从今年春节开始，以四大家鱼为
代表的淡水鱼价格每个月都有微涨，“黄牙
头”、淡水鲈鱼等部分鱼价涨得更厉害，直
逼猪肉的价格，目前达到了约40元/公斤。

余干县水产养殖大户张素芳也告诉
记者，今年淡水鱼的行情确实不错，以“黄
牙头”为例，批发价现在已经是 20 元/公
斤，与今年年初相比，涨了40%左右。

省发改委6月3日发布的江西省居民
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报表数据显示，淡水
鱼价格呈上涨态势，如草鱼价格22.61元/
公斤，与去年同期相比涨了 67.36%，与上
月相比涨了 2.72%；鳙鱼价格 23.1 元/公
斤，与去年同期相比涨了 39.66%，与上月
相比涨了 2.39%；青鱼价格站上历史高
位，达到 30元/公斤；花鲢价格也突破 20
元/公斤，达到20.85元/公斤；最便宜的白
鲢价格也达到创纪录的11.54元/公斤。

虽然淡水鱼的价格出现上涨，但是消
费依然旺盛。6月13日，记者在南昌水产
品综合批发市场、华润万家（南昌红谷滩
第一街区店）等市场采访时发现，淡水鱼
的买卖十分红火。

原因：多因素导致价格上涨
那么，这次淡水鱼价格上涨，背后究

竟是什么原因？
记者从我省相关部门了解到：一是产

量下降。目前，作为我省淡水鱼主要捕捞
区的鄱阳湖等水域全面禁渔，这意味着我
省原本每年 13.2 万吨野生鱼产量没有
了。另外，由于保护生态的需要，我省规
定很多大型水库不能喂饲料，只能人放天
养，加上各地对环保的重视，扩大了禁限
养区范围，拆除了很多大江大湖围栏，以
及网箱等大宗淡水鱼养殖设施，导致鱼的
产量与往年相比出现下降。此外，去年夏
季一场大水，我省至少有8万吨淡水鱼跑
进了大江大湖。

二是与疫情有关。目前，国外的海
鱼进入我省市场呈下降态势，消费者改
吃淡水鱼。同时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越来越好，酒店、餐馆等鱼类消费越来
越旺。

除了以上两大原因，从养殖户的角度
来说，“饲料成本上涨也是原因之一。”张
素芳告诉记者，目前成鱼饲料价格每吨同
比上涨500余元，苗料和高端饲料价格每
吨同比上涨约 1000元。她有 800亩养殖
水域，一年要用成鱼饲料约 400吨，照此
计算一年仅饲料带来的养殖成本就要增
加20多万元。

安义县养殖户雷红梅则告诉记者：
“现在人工费也很贵，与去年相比每天至
少涨了100元。”

鉴于这些因素，淡水鱼价格短期内难
以下跌。不过，我省有关部门表示，我省
是全国淡水鱼主产区之一，以往每年都要

向外省调出100万吨淡水鱼，现在虽然价
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老百姓可以
淡定吃鱼。

提醒：切不可盲目跟风养殖
目前淡水鱼的价格在全国出现了上

涨趋势，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
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今年第 23 周
（2021年 6月 4日—2021年 6月 11日），重
点监测的水产品草鱼、鲫鱼、鲤鱼、白鲢
鱼、花鲢鱼等水产品中，大部分的价格同
比全线上涨。

正是因为看到了淡水鱼价格的集体
上涨，在余干、共青城等地，不少农民纷纷
挖塘跟进养鱼，一些政府部门也在鼓励
跟进。

“我养了 10 多年的鱼，在共青城有
400 亩水域面积，今年行情看涨，肯定比
去年多赚些，但是鱼价持续走高的背后不
光有机遇，风险也很大。”养殖户刘松高认
为，现在养鱼成本高，对技术有一定的要
求，不能一看鱼价上涨就跟风养鱼，特别
是小散户如果一窝蜂来养鱼，一旦遭遇行
情下跌，可能血本无归。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淡水鱼价格
上涨，正在复制过去国内猪肉上涨行情，
鱼价格大起大落给养殖户带来很大风险，
切不可盲目跟风养殖。水产养殖从来没
有一夜暴富，需要一定的行业积淀，因此
要通过丰富产品线、延长产业链、进行精
深加工等途径，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跳出
暴涨暴跌的行业周期。

四大家鱼中青鱼、草鱼、鳙鱼、花鲢零售价均突破每公斤20元

淡水鱼养殖不可盲目跟风
本报记者 洪怀峰

6月15日，赣州市章贡区章江路小学（西校区）学生正在练
习游泳技能。今年以来，该区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免
费为托管的学生开设游泳课，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游泳知识和求
生技能，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特约通讯员 胡江涛摄

景德镇首个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揭牌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王景萍）6月11日，景德镇市首个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陶溪川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在陶溪川文
创街区正式揭牌。

集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陶溪川文创街
区，是景德镇市的文化新地标。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该街区内的管理者、经营者及游客等不同群体的涉
法事务需求不断增加。为推动法治为文化旅游产业保驾护航，
今后，陶溪川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将以维护街区的正常经营管
理秩序和群众的合法权益为目标，为公众提供一系列优质、高
效的法律服务，助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建设。

南昌“商转公”贷款
新政落地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月 16日 9时 15分，家
住凤凰洲的胡女士成功在南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成为该中心“商转公”贷款
新政落地第一人。当日，该中心已受理“商转公”贷款
17笔。

据了解，“商转公”新政落地之前，贷款职工需自行
筹集资金偿还商业贷款余额，提前结清这一部分贷款，
南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再进行公积金贷款的发放。从
6月 15日开始，贷款职工不需要筹集资金了，中心会把
这部分金额直接划转到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结清，减轻
贷款职工压力。“15日，主要是中心系统测试，咨询的市
民比较多，没有申请办理‘商转公’。16日开始，中心缴
存公积金的职工，可以正式申请“商转公”贷款业务。
目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这三家银行已经开
通了办理业务，其他银行也将陆续开通。”南昌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信贷科科长罗永春分析道，以 60万元商贷
的顶格转化，最多30年还贷周期，“商转公”后可为贷款
职工节省36万元利息。

据介绍，本次“商转公”正式开通，最大的特点就是
降低了门槛，一方面贷款职工不需要提前结清贷款差
额，另一方面，还没有办理不动产证的贷款职工在办理
产前预登记之后，也能申请办理。

记者了解到，“商转公”需要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基
本条件，首先要连续缴存 6个月以上，公积金账上有余
额，且是在 2016年 5月 19日以后办理的商业贷款。开
通“商转公”业务，个人最多可以申请 50万元“商转公”
贷款，家庭最多可以申请60万元。

在吉水县文江社区，有一个“残疾人
之家”，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悉心呵护
这些“折翼天使”，使一个个残疾人在这里
得到康复，融入社会，实现自立自强。

这里，连着家庭和医院

走进文江社区的“残疾人之家”，几名
残疾人正在做康复训练。“我每天都来这
里，做做康复训练、看看书，感觉身体和精
神好了许多。”一名残疾人笑着对记者说。

“帮助一名残疾人融入社会，就能提
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能帮助一个家庭走
出困境。”文江社区副主任李小娇说。

2017 年，文江社区“残疾人之家”正
式成立。600平方米的服务用房内，器械
康复训练室、生活技能训练室、日间照料
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全天
候免费对外开放。“残疾人之家”还成立了

由社区干部、心理医生、康复协调员、社区
医护人员以及精神疾病防治医生等组成
的残疾人服务小组，打造一个连接医院与
家庭的社区康复平台。

这里，培养自信和技能

在“残疾人之家”的农疗菜地里，几名
残疾人正在为蔬菜浇水、松土、除草。“残
疾人朋友通过亲手种植蔬菜瓜果，从中感
受收获的快乐，体验到成就感，逐步培养
起他们的自信心。”李小娇说。

李小娇告诉记者，“残疾人之家”为
每一名残疾人建立了个人服务档案，根
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实际需求，由专业
人员免费指导他们进行工作疗法、娱乐
疗法、农耕疗法等个性化康复训练；社区
先后开展了水果采摘、游名人纪念馆、清
明做艾米果、端午包粽子、中秋送月饼等

活动，让他们体验到亲近大自然和与人
交往的快乐；组织残疾人志愿者为社区
群众服务，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残
疾人之家”每月都会开展家庭康复护理
知识培训等活动，将康复训练从医院、社
区延伸到家庭。

“残疾人之家”还将康复训练与技能
培训有机结合起来，请专业老师教授绘
画、编织、插花、剪窗花等手工制作技艺。

李小娇告诉记者，随着“残疾人之家”
名气的扩大，来这里做康复训练的残疾人
朋友越来越多。除了本社区 30多人外，
还有其他社区160多人。“残疾人之家”也
先后获得多项全国性荣誉称号。

这里，让“折翼天使”起飞

“别看现在‘残疾人之家’很受欢迎，
但刚开始，很多残疾人朋友并不愿意来。”

李小娇说，“打破他们的自卑心理，是让他
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第一步。”

“残疾人之家”成立后，社区干部多
次上门动员精神障碍患者小黄来做康复
训练，但小黄说什么也不肯来。社区干
部就动员小黄的妈妈到“残疾人之家”学
习穿珠子、编花篮，回家再教小黄。渐渐
地，小黄对这些产生了兴趣。社区干部
趁热打铁，动员小黄到“残疾人之家”
来。如今，小黄病情有了很大改善，康复
训练之余，还能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

李小娇告诉记者，通过康复训练，大
部分残疾人都能达到稳定情绪、缓解症
状、增强自信心、提高生活能力、融入社会
的目的。“通过康复训练，已经有 20多名
残疾人实现就业，融入社会。看着这些

‘折翼天使’过上了有质量的生活，我们心
里也有了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让 阳 光 照 进 心 田
——吉水县文江社区为残疾人建温馨家园

王薇薇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按照以往的市场行情，
一般春节过后淡水鱼的价格
都会往“下游”，今年却出现
了相反的情况，1月份以来，
我省各地淡水鱼价格“不淡
定”，以青鱼、草鱼、鳙鱼和花
鲢四大家鱼为代表的淡水鱼
价格一路“上游”。

我省淡水鱼价格缘何持
续上涨？未来价格走势如
何？为此，记者深入市场与
养殖区，进行了调查
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