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乐安县山砀镇群众反映，他
家附近的G238国道有一段路坑坑洼
洼，一直没人管，时间有一年多了。据
了解，该坑洼路段处于丰城市与乐安县
交界处，丰城市与乐安县均称归属对
方，导致一直无人修复。9月15日，乐
安县公路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
经和丰城市相关部门进行了协商，争取
早日解决该路段的安全隐患。

据群众反映，位于丰城市与乐安
县交界处的 G238 国道有一处约 300

米的道路坑坑洼洼，车辆行驶时颠簸
不已。一些大货车为了避开坑洼路
面甚至行驶到对面行车道，存在安全
隐患。

这名群众还表示，已经分别拨打了
宜春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和抚州市
12345政务热线，但均回复该路段归对
方境内管辖。

随后，记者驱车来到 G238 国道，
起初，道路是沥青路，平坦顺畅，当行
驶到山砀镇与丰城市焦坑镇交界处
时，路面开始变成水泥路，出现一些
大小坑洞。约 300 米之后，又是平坦
的沥青路面。

记者觉得奇怪，G238 国道乐安县

和丰城市其他路段的路面都很平坦，为
何唯独交界处这300米坑坑洼洼？

记者联系了乐安县公路分局，一名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路段一直以来是乐
安县公路分局管辖的范围，近年由于电
子地图调整，G238国道乐安县与丰城
市交界处几百米公路已在电子地图里
被划分为丰城市管辖路段。因此，该路
段配套养护资金未能安排到位，导致该
局无专项资金对该路段进行维修，暂时
只能安排一线养护人员进行日常养
护。

国道G238南惠线丰城市焦坑镇至
乐安县山砀镇路段为乐安县主要交通
枢纽之一，日交通量巨大，过往大型货

车、挂车众多，不断碾压，导致路面损害
越来越严重。

目前，该路段的改造资金已拨付给
丰城市公路分局，丰城市公路分局本已
准备对该破损路段进行重建，但因该路
段土地权属归乐安县。沿线村民担心
如果由丰城市公路分局负责重建会导
致土地权属发生变化，因此，不愿意让
丰城市公路分局施工，并阻碍施工队伍
进场，导致重建计划滞后。

乐安县公路分局这名负责人说。
“目前，我局已经发函给乐安县山砀镇，
要求配合做好沿线村民的工作，争取丰
城市公路分局能在年内对该路段开工
重建。”

据报道，九江市连续多年在
年初通过新闻媒体，向群众征集
本年度要办的民生实事项目，让
民 生 工 程 真 正 由“ 民 声 ”说 了
算。民生实事一旦确定，即为本
年度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
年终是要专门召开“交账会”的。
如未完成，则要给群众一个合理
的解释。

民生实事是广大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的“民心工程”，每年的
民生实事项目，是各级政府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抓手。一件件实
事，是政府向群众做出的郑重承
诺，关乎地方发展大局，关乎群众
切身利益，能否顺利完成，群众十
分关心。

近年来，许多地方花大力气，
想方设法解决民生问题。这些民
生实事，绝大多数都是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且急需解决的

问题，受到群众欢迎，提升了获得
感和幸福感。但是，也有个别地
方，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不
征求群众意见，少数人搞“拍脑袋
工程”，结果导致与民生无关，甚
至造成烂尾工程，浪费了财力物
力，不但没有让群众称心，反而让
他们闹心。

民生实事落实得实不实，群
众心里最清楚；民生实事办得好
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评判民
生实事办得好不好，唯一的标准
就是民意。九江市每年向群众征
集民生实事项目，就是通过让群
众“出卷”，政府“答卷”的方式，倒
逼相关部门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
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
于民，以群众的需求为指挥棒，以
群众的评价为标尺，真正贴心地
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群众生活。
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中，希望
越来越多的群众成为“出卷人”，
希望相关部门在每张“试卷”上，
都答出让群众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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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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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成为民生项目“出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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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制名校引来土拍热潮

时间回到2020年3月11日。
南昌经开区官方微博“南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发布”称：根据南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南昌二中经
开校区建设项目协调会议纪要》，经
研究，原则同意将储备用地以东、瑞
香路以南、西昌路以北、范家路以西
（约 96.11亩，以测量报告为准）用地，
划拨给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
校，用于南昌二中经开校区建设项
目，并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学校班级数为小学班级
数24班，初中班级数30班。

2020 年 4 月 9 日，南昌市自然资
源局也发布了《南昌二中经开校区建
设项目》公告，其中“拟建设规模”一
栏中写着“小学班级数 24班，初中班
级数30班”。

2020年 5月 16日，南昌二中经开
校区正式动工，预计 2022年 9月投入
使用。南昌经开区管委会官方网站
消息称，南昌二中教育集团将根据经
开区区域办学实际，以南昌二中雅苑
路校区成功的办学经验为参照，帮助
经开校区建立“教师教研与专业帮扶
制度”“资源共享与校本研发制度”，
并拉动“名师带动计划”，让居民感受
到名校就在身边，名师就在眼前。

名校的入驻，很快就给经开区发
展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20 年
12月 2日，与南昌二中经开校区相隔
几百米，一块 81.42 亩的土地公开拍
卖，吸引了7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
个半小时 199轮的“拉锯战”，最终地
块成交总价 5.39亿元，成交楼面价每
平方米约为6478元。

今年 8 月 4 日，与南昌二中经开
校区一路之隔的一块91.5亩的土地公
开拍卖，最终成交价6.65亿元，成交楼
面 价 每 平 方 米 约 6058 元 ，溢 价 率
42.55%。

如今，在南昌二中经开校区 800
米范围内，已有 3处楼盘正在建设并
对外销售，均价在每平方米1.3万元。

房企和家长都落了空

今年 9月初，市民刘美华（化名）
通过信访系统咨询南昌二中经开校
区办学事宜，南昌经开区教育文化体
育事业发展中心回复：经开区实验学
校（南昌二中经开校区）属于新增的
教育网点，最初规划确为九年制办
学，为满足周边区域范围内不断增长
的楼盘业主孩子就读需求，扩大初中
学位，现规划为三年制初中办学，不
会招收一年级学生。

“听到这种说法，包括我在内的
很多人情绪反应非常激烈。官方此
前说是九年制学校，现在怎么突然变
更了规划？”刘美华说，她的孩子再过
两年就要上小学，今年上半年开始装
修房子，“这岂不是白费功夫了？”

市民黄强（化名）对此也难以理
解。他告诉记者，自己在与南昌二中
经开校区一墙之隔的东投国贸书香
海棠小区买了一套房子，总价 140 多
万元，为的就是让孩子能在小学和初
中都读名校。“希望经开区能兑现承
诺，不要朝令夕改。”

9月 11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来
到东投国贸书香海棠小区售楼处，销
售经理证实了上述说法。“之前政府确
实公告规划为九年制学校，有不少业

主冲着二中来买房，最近听说取消了小
学。”

在周边另一处楼盘中海云麓里，
销售经理则表示，“我们当时拿地一
是冲着学校，二是离红谷滩近。现在
我听说南昌二中经开校区可能没有
小学办学资质，所以才取消了。”

记者还了解到，南昌经开区教育
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在回复中补
充：为满足幼升小生源学位，特申报
30 亩地开建南天阳光小区配套小
学。目前两个校区正加紧建设中，预
计明年秋季投入使用。

专家称有损政府公信力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
南昌市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科负
责人钱天乐表示，南昌二中经开校区
用地只要保证是义务教育性质，规划
部门就不会干涉，至于建设后的运
营，是由当地教育部门决定。“我知道
教育方面的事情大家比较关心，但你
还是要去找经开区社发局了解。”

在经开区社发局，工作人员表示
此事要询问教育部门，记者又来到经
开区教育文化体育办公室。相关人
员表示具体业务负责人外出，需要请
示上级领导才能决定是否接受采
访。然而，在现场等待了近1个小时，
记者多次提出能否电话咨询，得到的
答复一直是“领导还没回复。”

9 月 14 日，记者又来到南昌二
中。该校办公室负责人强调，南昌二
中经开校区为经开区与南昌二中合
作办学，学校的所有权归属经开区，
南昌二中只是帮助管理。“其他的情
况你都要去问经开区。”

对此，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王柱国表示，经开
区变更规划却不及时公开告知，有违
行政法规中的公开原则，会损害政府
的公信力。政府如果要变更规划，应
按照当初的规划程序重新报批，并获
得有关部门批准才能生效。“如果规
划内容涉及重大利益，还有必要进行
公开听证，听取相关方的意见。”

去年官方公布规划为九年制 如今悄悄变更仅剩初中

小学没了 南昌二中经开校区缩水

教育作为民生大计，始终
都是百姓眼中的大事。近年来，
南昌经开区以“加速转型升级，
打造现代产业新城”为目标，不
断加大教育投入，这本是利国利
民的好事，但公开承诺的教育规
划，转眼就悄悄“打折扣”。面
对记者采访，经开区始终拒绝

回应，进一步堵住信息畅通的
渠道，无疑会让百姓对政府的
公信力产生严重质疑。

为群众办实事，不仅要口号
喊得响，更要行动落地。即使要
更改规划，也得依法依规，提前做
好告知，主动释疑解惑，才能让变
更行之有理，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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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璋

9月10日，南昌经开区瑞香路
范家路口，正在紧张施工。短短一
年多时间，南昌二中经开校区建设
工地上的多栋楼房拔地而起。再
过一年，这里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家门口多了一所名牌学校，这
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周边许多居民
却陷入了焦虑。“去年南昌市和经
开区都发布了南昌二中经开校区
建设规划，明确为九年制办学，但
最近听说规划变更了，不再开办小
学，这让人无法理解！”“学校规划
说变就变，经开区至今也未公开说
明，如此做法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
信力！”事情究竟如何？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别让民生大计“打折扣”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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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交界处路面坑洼存安全隐患
改造资金已拨付 力争年内开工重建

本报记者 曹诚平

“终于装上避雷针了，以后打雷下
雨再也不用把心提到喉咙眼了！”9 月
11 日，瑞昌市横港镇红星村村民刘淑
英指着屋顶上刚安装好的避雷针，高
兴地对记者说。

8月中旬，瑞昌市连续多日遭遇雷
雨天气，横港镇有村民向镇政府反映，
家中遭到雷击，电器被损坏，万幸的是
没有伤到人，希望镇政府能协调气象
部门，帮忙采取措施防止雷击。接到
村民求助后，瑞昌市气象局工作人员

立即赶到村民家中，经过仔细检测，发
现这名村民的房子正处于雷击区，于
是决定免费给他安装避雷针。

在检测过程中，气象部门又接到
其他村民的反映，称他们也经常被响
雷惊吓。村民范翠荣说：“每次打雷，
感觉房子抖动得很厉害，跟地震一样，
太吓人了。前两年，我家的电视机还
被雷打坏过。”

“既然村民反映这个区域遭受雷
击较多，那就把检测范围扩大到横
港镇全镇，找出所有容易遭受雷击
的区域，向财政申请专项资金，全部

免费安装避雷针。”瑞昌市气象局负
责人说。

8 月的天，酷暑难耐，气象专业技
术人员扛着设备，头顶烈日，奔波在横
港镇各个村庄、单位进行检测，最终确
定了 5 处容易遭受雷击的区域。从 9
月初开始，气象部门加派人手，在这些
区域安装避雷针。

在刘淑英家的屋顶上，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已经用防雷带将房顶四周和
水塔四周都围了起来。“刘淑英家的房
子背后靠山，加上近年来山上的树木
长高了，容易招雷。像刘淑英家一样，

由于横港镇很多村庄两面甚至三面靠
山，山上有大树，特殊的地势，使得这
些区域容易遭受雷击。”

瑞 昌 市 气 象 局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此次气象局在红星村、红光村、
横港中学、镇政府和镇敬老院共计
安装了避雷设备 14 套，从防雷检测
到设备购买安装，所有费用全部申
请 财 政 资 金 解 决 。“这 次 我 们 特 意
购 买 了 经 久 耐 用 的 热 镀 锌 钢 材 来
安 装 避 雷 针 ，安 装 好 后 ，可 以 将 雷
击灾害降到最低限度，保护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房屋遭雷击 家电被损坏
瑞昌气象局免费安装避雷设备14套

本报记者 付强

9月 11日，南昌地铁二号线永
叔路站发生了惊魂一幕：乘客唐女
士在过安检的时候，其左手随同物
品卷入了安检机。唐女士称，事后，
地铁方面既没有将她送医治疗，也
没有道歉，而是一味推卸责任。

唐女士告诉记者，9月11日12
时 55 分许，她手提一个足浴器来
到南昌地铁二号线永叔路站乘坐
地铁。在过安检时，唐女士将足浴
器搬上安检机后，意外发生了。“刚
把足浴器搬上去，我的手就随传送
带卷进了安检机。”当即，唐女士发
出了叫喊声，但坐在安检机后方的
工作人员不知所措。唐女士称，直
到她再次发出撕裂的叫喊声，旁边
一名工作人员才提醒安检员关闭
机器，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秒。

在唐女士提供的几张事发照
片显示，她被卷入安检机的左手有
伤并肿胀，之后还出现深色瘀青。
事发后，唐女士要求地铁方面陪同
送医，但未获应允。“我希望工作人
员陪我去医院看看，但他们让我自
己去。我坚持己见，他们却把我带
到站点警务室，一波接一波反复盘
问。”唐女士称，为了讨要说法，她
在永叔路站滞留了8个小时。

接到唐女士投诉后，记者前往
实地展开调查。通过查看监控录
像，记者注意到，涉事安检机比较
小，紧邻传送带的位置被两个较大
的安检框占据，致使唐女士在搬运
足浴器时只能直接放置在传送带
之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唐女士称，在安检机旁，虽有
“小心夹手”的提示，但字体过小，
难以达到提醒消费者的目的，这也
是她此次受伤的原因之一。

记者观察到，关闭安检机的红
色按钮就在安检员眼前。对于事

发时工作人员是否及时按下了按
钮，地铁安检单位——北京恒安卫
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
负责人杨先生表示，工作人员的反
应是需要时间的。据他介绍，唐女
士受伤与她手提足浴器（附带一把
雨伞）送进安检机的姿势有关系，
更多的责任还是在消费者身上。

“我们不方便送医，唐女士年
纪大了，路上出点状况怎么办？”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执法支
队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唐女士告诉记者，事发至今，
南昌地铁方面自始至终未联系她
询问其伤情。截至发稿时，记者亦
未接到地铁方面有关此事的反馈
意见。

江西法报律师事务所余律师
认为，乘客一旦进入地铁乘车便与
地铁公司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民法典》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地铁公司有
责任、有义务把乘客安全、及时地
送达目的地，安全是其首先要承担
的责任义务。

余律师进一步分析，从记者调
查的情况来看，安检人员未及时挪
开安检框导致唐女士只能将足浴
器搬到传送带上，再加之“小心夹
手”字体过小，此举违反了《消法》
中关于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
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服务，应当向消费者做出真实说明
和明确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
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
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余律师表示，南昌地铁是城市
的服务窗口，无论是谁的责任，都
应该把治伤救人放在第一位。况
且，从此纠纷来看，南昌地铁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地铁安检机“咬”住左手
乘客讨说法8小时未果

唐女士指着唐女士指着““肇事肇事””的安检机的安检机。。 本报记者 付强付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