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1日，记者来到新余市燕子
山菜场，菜场面积狭小，地上污水横
流。一名正在买菜的市民告诉记者，
早上这里人山人海，寸步难行。另一
市民夏女士表示，燕子山菜场太小，
导致摊贩占道经营，经常把菜场附近
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居民出行苦不
堪言。她说：“附近的长林南路菜场
改造了几年，停停建建，今年5月又停
工了，现在虽然复工了，但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投入使用？”

随后，记者来到距离燕子山菜场
不到100米的长林南路菜场。记者询
问门口几名正在施工的工人，菜场什么
时候能投入使用？一名工人回答说不

清楚。随后，记者进入菜场，看到主体
结构已经完工，地面硬化和吊顶工程也
完成了，装修工程处于扫尾阶段。菜场
分上下两层，面积约1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长林南路菜场的业
主单位是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公
司。记者联系上公司具体负责此事
的相关负责人陈先祥。

据陈先祥介绍，2019 年，根据新
余市相关会议要求，确定由南昌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出资建设并经
营长林南路农贸市场，新余市投资控
股集团公司负责对外协调相关事务。

陈先祥称，2019 年项目启动后，
由于地块调规的原因，先用围挡将地

圈了起来。去年 8月开工，目前主体
结构和人防施工完成，室内装修和下
沉式广场基本完成，室外景观已完成
土方及雨污管预埋。

记者询问今年 5 月份为何又停
工？陈先祥表示，由于南昌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人事变动，对方以
无法达到预期利益为由，于 5月中旬

停工。“通过我公司各种渠道加大协
调力度，目前已经复工。”

南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限公
司的施工负责人胡先生说，目前正
在购买菜场内的摊位柜。“摊位柜是
由厂家定做的，制作和运输都需要
时间，预计今年 9月份菜场可以投入
使用。”

手握“协议”困难户买不了房

九龙明珠安置房已经拔地而起，
成了现代化小区，斗门村李家村小组
的部分村民拿到房后已经开始装修
了。“当时是拆一还一，分配的安置房
不够一家人住。”村民唐先生说，符合

条件的还可以购买安置房，价格远比
市场价低。自己家里有5口人，符合条
件便申请购买。2019 年 11 月 5 日，唐
先生作为乙方与甲方——九龙湖管理
处拆迁安置办公室签订了《拆迁住房
困难户购房协议》。

记者从唐先生提供的协议上看
到，为加速推进征迁安置工作，切实改
善失地、征迁农民的住房环境，解决征
迁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九龙湖管理处
拆迁安置办公室同意唐先生在九龙明
珠或 JLH503-C06 地块购买面积为 90
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价格约 3300
元。协议上还写了“不得转让、出售”。

在调查过程中，李家村有5户村民
向记者反映了像唐先生类似的情况，
直至今日，这些村民前去九龙湖管理
处拆迁安置办公室交钱购房都被拒之
门外。

九龙湖管理处相关人士表示，与
征迁住房困难户签订“购房协议”是一
项惠民政策。主要是考虑当时有经济
条件不好的村民，建设的房屋面积又

不大，在征迁应得的面积之外，他们会
根据南昌市、红谷滩区相关文件，签订
一个兜底保障协议，解决村民住房不
达标的难题。“购房价格非常低。”这名
负责人补充说道。

“协议”能履行但要等待
唐先生告诉记者，按照九龙明珠

的安置总面积，他们购房是有房源的，
不知道管理处为何迟迟不让他们交钱
购房。

“我们首先是要满足征迁户的补
偿面积，再来核算困难户的购房面积，
再按照签订协议的先后顺序交钱购
房。”李丹对记者说，“之所以不能按照
总面积来算账，一是要看楼层是否符
合征迁户的要求；二是要看每套房屋
的面积是否符合征迁户的要求。”他进
一步举例分析：“如果征迁户想要第十
层、面积为 100平方米的房子，但我们
先卖给了困难户，没有优先满足征迁
村民，那征迁村民的权益就得不到保
障了。”

“现在九龙湖片区，在整个安置房
的进度上有些滞后。”李丹说，他每天
的重点工作就是推进安置房建设进
度。对于九龙湖管理处拆迁安置办公
室答复群众“等下一批”，也是他们不
敢乱承诺，以免群众的希望落空。

李家村小组的住房困难户想购安
置房，到底有没有房源？

“一定会履行协议，如果九龙明珠
无法满足困难户购房需求的话，我们正
在推进C06地块安置房的建设，可以为
困难户购房兜底。前两天，我们还进行
了调度，预计明年底能够交付。”李丹认
为，目前九龙湖片区群众安置跟不上开
发的速度，有安置房建设进度的问题，
也有管理处自身的问题。

那么，李家村小组的征迁住房困
难户要等多久才能购房，涉及多少
户？7月 23日，李丹称，李家村小组像
唐先生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他今年4
月才来九龙湖管理处工作，具体数字
还不清楚。但对于唐先生等人的情况
会重点给以关注。

近日，为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发展，
我省出台了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相关意见，
争取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供给丰
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健身设
施网络，形成群众普遍参加体育健
身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
开展，群众锻炼意识的提高，全省
各地的公共健身设施不断增加。
然而，在一些开放型社区，健身设
施投放没多久，就容易出现不同程
度的破损、老化现象，并且长期得
不到修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时间一长，居民不愿意或不能使用
了，而这些设施又占着场地，极大
浪费了公共资源。

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从社区
居民的行为看，一些人在使用健身
设施时缺乏爱惜心理，甚至存在

“暴力”使用或者蓄意破坏的情
况。遇到别人提醒，他们不仅不收
敛，反而一副“关你什么事”的姿

态，让人很是无奈。
从健身设施的管理来看，绝大

部分社区并没有专人对此负责。
偶有热心的社区干部发现设施损
坏后，会拨打商标上留下的厂家维
修电话，但更多的人则对这些设施
并不在意，认为反正不是自己的工
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这次
修好了，下次肯定又要坏。”

此次我省下发的意见中，专门
对新建居住社区和现有居住小区
的健身设施建设标准和方案进行
了说明。笔者认为，“建好”固然重
要，但“管好”同样不可或缺。一方
面，可以制定相关条例，将社区健
身设施统一纳入管理，明确责任部
门，再层层传递至基层，形成齐抓
共管的局面。另一方面，社区应加
大宣传力度，让居民形成“爱用”

“善用”公共健身设施的良好氛
围。而对于那些故意损坏设施的
人，社区干部应及时联系责任部门
进行处罚。此外，对于情节恶劣，
或者屡教不听的人，还应对其进行
曝光，形成舆论压力，让社区健身
设施真正成为所有居民的共同财
产，共享福利。

447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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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身设施不能只建不管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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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璋 实习生徐玉婷

“我发现小区5栋3单元后墙
面的 3楼长出了一颗榕树，树根已
经把墙面撑裂，不时有水泥掉下
来，很容易砸到人，非常危险。”近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二
进社区四机宿舍居民在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平台反映，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解决，消除安全
隐患。

接到反映后，二进社区干部立
刻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只见一棵

榕树从 3楼墙面长出来，确实存在
隐患。此外，社区干部现场摸排后
发现类似的问题还有 5处，随即联
系居民代表召开会议，充分听取意
见，并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制
定解决方案，及时向青云谱区园林
部门申请支援。

7月 26日，一辆工程车驶进社
区，在社区干部的协助下，专业人
员登上云台，对墙面上的榕树进行
锯断，并修复墙面裂缝，消除了安
全隐患。

墙面长榕树 及时除隐患

李海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交警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路
面，还规划了车位，非常感谢他
们！”7月 22日，崇义县横水镇珠岭
新村居民行走在崭新的村道上，忍
不住夸赞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为群
众办实事的暖心举动。

珠岭新村的水泥路是 30年前
建的，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近年相

关部门在该路段实施自来水管网
改造和污水管网改造，多次开挖施
工没有修复路面，导致这条路坑坑
洼洼、积水严重。另外，由于车辆
乱停放，给周边居民的出行带来了
诸多不便。前不久，崇义县公安局
交管大队指定专人对接服务，联合
城管、居委会等单位，新修了路面，
并规划了车位，当地居民出行难、
停车难的问题迎刃而解。

修路划车位 破解出行难

这类困难户购房屡被拒
红谷滩区九龙湖管理处称有房源兜底

市民反映：
公交线路牌贴在桥墩上

“你看看，因为没有候车亭，这些
公交线路牌都是贴在高架桥的桥墩
上，有的还被树挡住了，根本看不到。”
家住顺外路的万大妈说，自从洪都高
架快速路施工以来，高架下的公交候
车亭被陆续拆除。2019 年洪都高架
快速路通车后，桥下公交车也随之开
始运行，但被拆除的公交候车亭却一
直没有恢复。这么长时间以来，公交
线路牌只是简单地贴在桥墩上，候车
群众很难发现。“没有候车亭，等公交
车的时候只能站在高架桥下的绿化带
内，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不方
便也不安全。”

7月 27日，记者在洪都大道沿线
察看了一遍，高架桥下确实没有公交
候车亭，公交车只能临时停靠在贴了

站牌的桥墩下，群众挤在道路中间的
绿化带候车。而且有的站牌较小，被
旁边绿化带的树木遮挡着，让人很难
发现。有的站牌粘贴不牢，歪斜地吊
在桥墩上，影响城市形象。

公交集团：
候车亭不归他们建

因为修路拆除的公交候车亭，
路 都 修 好 了 ，候 车 亭 为 何 迟 迟 不

恢复呢？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南昌
市 公 交 运 输 集 团 ，采 访 了 负 责 此
块业务的运调处。

“我们确实收到了很多关于这方
面的群众投诉，又心急又委屈。”运调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配合洪都大道
快速路施工，公交集团将洪都大道路段
原候车亭等设施陆续拆除。根据市政
府相关会议的要求，洪都大道路段的电
子站牌及候车亭设施的还建，由市城投
集团纳入道路恢复工程同步建设，其费
用列入该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所
以，公交集团一直在催促市城投集团尽
快修建公交候车亭。“现在在桥墩上贴
站牌确实让群众感到不方便，但目前我
们只有这个解决办法。今年5月份，我
们还专门给城投集团发了一份函，请他
们加快建设洪都大道路段候车亭设
施。但城投集团迟迟没有动工，对此我
们也很着急。”

这名负责人还表示，会再次催促
城投集团加快候车亭建设，同时公交
集团也会派工作人员对沿线的站牌进
行检查，对被遮挡以及粘贴不牢的站
牌进行整改。

城投集团：
下周就会动工建设

既然已经明确了由城投集团修建
候车亭，为何一直没有施工？

记者随后联系了南昌市城投集
团。城投集团下属洪都大道快速路工
程项目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整个
洪都大道沿线要建30个公交候车亭，
前期出设计方案耽误了一些时间，现
在设计方案已经敲定，正在跟财政部
门沟通经费的事情。“虽然还在沟通
中，但我们已经决定边沟通边施工，下
周就开始动工建设基础，预计在11月
底之前把沿线的公交候车亭全部修建
完毕。”

南昌洪都大道高架快速路开通一年多
沿线公交车运行却留下遗憾

乘客遭遇候车的烦恼
南昌城投集团称候车亭下周开建，11月底全部建好

桥墩下的公交临时候车点桥墩下的公交临时候车点。。

头顶是代表城市快速发展、高
耸的快速路高架桥，桥下的公交候
车亭却简陋到只有一张贴在桥墩
的纸，如此反差强烈的场景出现在
省会城市，难免让群众诟病。如果
只关注高架桥上的机动车通行是否
顺畅，而忽视桥下等候公交出行的
百姓，多少会带给群众一些失望。

当然有的工作被耽误可能事出

有因，但对那些居民群众每天都要面
对的民生问题是等不得和拖不起的
须知，城市治理，不仅要有大刀阔斧
的开发建设，也需要用“绣花走针”的
功夫来关注民生领域中一些细微事。
只有将“针尖”对准顽疾难症，将“针
脚”走得更细更密，为群众解决身边的
一个个“急难愁盼事”，才能为一方百
姓绣出一幅幸福美好的生活图景。

“洪都大道高架快速路通车
这么久了，桥下的公交车也通行
了，为什么候车亭迟迟不恢复
呢？我们等候公交车太不方便
了。”近日，有读者通过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平台反映
南昌市洪都大道上没有公交候
车亭，给群众出行带来很大不
便，希望相关部门从方便群众的
角度出发，尽快恢复因修路拆除
的公交候车亭。

本报记者 蔡颖辉

邮箱：48505265@qq.com
电话：18679958802

记者手记

这事等不得拖不起

新余一处菜场改造了近3年
承建施工方称9月份可投用

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长林南路菜场主体已经完工长林南路菜场主体已经完工。。 本报记者 邹晓华邹晓华摄

曾健芳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烈日炎炎，酷暑高温，
户外工作人员特别辛苦。有永
丰县读者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当地相关
部门能否给外卖配送人员、快递
小哥等户外工作人员送些防暑
降温的物品。

经记者反馈，7 月 21 日，永丰

县总工会开展“关爱职工、平安度
夏”送清凉活动。该县总工会人员
先后来到快递行业联合工会、外卖
配送点、供电所为高温一线工作人
员送上藿香正气水、风油精、葡萄、
八宝粥、加多宝等防暑降温物品，
并为他们每人送了一份互助保障
险，为坚守在高温下的工作者表示
诚挚感谢，并提醒他们注意身体和
安全，做好自身防暑措施。

夏日送清凉 致敬坚守者

本报记者 洪怀峰

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福祥家
园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
帮你办”频道反映，小区内有两家
汽车修理店扰民，不仅占道经营，
油污气味难闻，而且噪音很大，盼
有关部门能解决此事。

对此，驻福祥社区的纪检监察
联络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居
民诉求，青云谱镇纪委立即联合城

管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到
福祥家园东门确实有两家汽车修
理店，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尤其是
维修汽车的敲打声和机器马达的
轰鸣声，令居民难以入睡。

经过相关单位多次上门宣传
教育和沟通协商，两家汽车修理店
店主意识到了扰民行为，积极配合
工作，搬离居民区，还群众一个良
好的居住环境。

联手解民忧 汽修店搬离

近日有读者反映，位于新余市渝水区的燕子山菜场容量
小，菜贩都将摊位摆到了路边。而离燕子山菜场不到100米
的长林南路菜场改造了近3年，却始终没有投入使用。一边
是破破烂烂的旧菜场满足不了群众需求，一边却是新菜场未
完工浪费公共资源，这可苦了附近的群众。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淦甜

购房协议签了20多个月，南昌市红
谷滩区九龙湖管理处斗门村李家村小组
的征迁住房困难户还在翘首以盼买房，
但他们每次找到九龙湖管理处拆迁安置
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等下一批”。

7月20日，九龙湖管理处行政负责
人李丹称，签订的协议一定会履行，对征
迁住房困难户担心买不到房的心情也很
理解。由于他履职才3个多月，等调查
清楚后会给予明确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