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

章汉根

记者

程晖

）

10

月

11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

属一大队获悉，该大队两幅摄影作品

《夜查酒驾》《请把车牌擦干净》 双双

入选“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法

治中国’书画摄影邀请展”。

据悉，此次摄影展是由中国侨联

法律顾问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反腐

败法治研究中心、荣宝斋画院、清正

书画院共同举办的。 摄影作品《夜查

酒驾》是一大队在一次组织夜间集中

整治酒驾行动中拍摄的， 摄影作品

《请把车牌擦干净》 是在整治交通违

法行为现场拍摄的。

据悉，主办方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

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依法治国的伟大

进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获得的巨大

影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

仰，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

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择优选出

60

幅摄影作品于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5

日在地处北京市朝阳区的炎黄艺术

馆主展馆展出。

饶城交警两幅作品入选

“法治中国”书画摄影展

上饶龙潭湖宾馆

上饶师范学院

金正圆大酒店

维多利亚皇家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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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10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德

兴市市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禾底

畈农贸市场日常巡查工作中发现一

名男子在市场内来回走动、 形迹可

疑，便一直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发现

男子疑似在兜售贩卖国家二级野生

保护动物猫头鹰。 工作人员迅速兵

分两路将该男子拦截下来，并要求其

立即开袋检查。

经确认，袋中确实装有一只野生

猫头鹰。工作人员立即向林业局相关

部门汇报情况并当场严重警告该男

子，告知其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如果

不配合工作将报警处理。 同时，工作

人员细心地将猫头鹰脚上的绳子解

开，及时解救出来，看见它整体状况

良好，便将它带到河边放飞，让它回

到大自然的怀抱。

猫头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

未经允许捕杀、运输、贩卖是违法行

为。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安全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希望市民发现

违法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时积极举

报，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

徐丽华 邱志文

摄影报道）

野生猫头鹰在市场内获救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10

月

10

日下午， 家住饶城破塘路县

街

1

栋

2

单元

3

楼的郑雪花老人来电

反映， 她因两只脚细胞坏死无法外

出前往理发店剪发， 希望通过记者

帮忙联系理发师上门给她剪发。

郑雪花老人告诉记者， 她今年

已经

74

岁了，老伴也过了

80

岁。 自

5

年前双脚患有细胞坏死疾病后，她

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出入行走

了， 她老伴心疼她就请了一位保姆

照料她日常生活。 不过，最让她郁闷

的是每当她头发长长后， 由于无法

外出前往理发店剪发， 有时候只好

忍着。

记者来到信州区西市街道马家

弄社区了解。 该社区党委书记祝小

琴告知，社区辖区内有几家理发店，

可以前往问问。 随后，记者与她一起

来到位于信江中路的丝丝新语理发

店询问。“捎带的一件事，能为大家

做点好事，我也开心。 ”该店蒋先生

了解到具体情况后， 当即表态愿意

前往老人家进行义务理发。

11

日上午， 记者与蒋老板一起

来到老人家。“大娘，我给您剪个短

发，会很适合您。 ”蒋先生俯身对郑

雪花老人轻声细语说道。 老人笑着

说：“怎么都好！ ”说话间，老人选了

自家最亮堂的地方，在板凳上落座。

老人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感觉还有

些小紧张。 蒋老板细细端详了老人

的脸庞后， 手中操着的理发剪开始

上下翻飞，每一剪都非常认真。“咔

嚓咔嚓咔嚓……” 伴随着清脆的声

音，蒋老板手中的剪刀、梳子，上下

翻飞。 半个小时后，张雪华老人原本

凌乱的头发变得整齐干净。

在一旁的保姆林阿姨说，

5

年

了，老人的头发都是她帮着剪的。 有

时候她琢磨着想让老人的发型“变

一变”，想找个理发师上门帮老人理

个发，毕竟自己在家剪的，怎么都比

不上理发师剪得好看。“哎呀，大娘

还没享受过这种优待！ ” 半个小时

后，林阿姨拿来一面镜子，老人看着

镜子里的自己，笑

着说：“我看上去可

年轻多了！ ”

瘫痪老人行动不便想理发

记者联系社区请来爱心理发师上门义务服务

遇到烦心事 晚报帮你办

记者热线：13870338799、18720547875

本报讯

（

舒媛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10

月

10

日，信州区东市

街道建新路社区联合结对共建单

位———信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开展“齐动手，打造最干净

街道，亮化社区里弄小巷”环境卫

生大清扫活动， 给居民营造一个

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

信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

队工作人员积极发挥不怕脏、不

怕累奉献精神，对辖区垃圾窖、沿

街小巷、小区楼院、绿化带枯枝等

卫生死角进行集中清理。同时，对

小区内乱堆乱放共享单车进行了

集中摆放， 并对部分居民的不文

明行为进行耐心劝导， 确保小区

院落道路洁净。

大家齐动手

亮化社区里弄小巷

百日攻坚 净化上饶

弋阳县政府收储的志敏园区内原“永固公司”等

三家企业部分废旧资产转让拍卖公告

饶产办ggz�2018-150号

受委托， 江西元利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8年10月22日

15:00在上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拍卖会。 具体公告如

下：

一

、

拍卖标的概况

：弋阳县政府收储的志敏园区内原“永

固公司”等三家企业部分废旧资产转让，该标的位于弋阳县

志敏园区原永固、阳华、天和公司等三家企业的部分废旧钢

结构厂房及厂房内设备等，清单详见华信评报[2018]第062

号，起拍价：48.395万元，竟买保证金10万元。

二

、

重大事项

：

1. 标的成交后， 受让方须在三日内一次性付清拍卖价

款、履约保证金及所须承担的各项费用，转让方在受让方交

清全部价款、履约保证金及各项费用后，十日内交付标的。

2.标的成交后，受让方须另行支付履约保证金10万元至

转让方账户（户名：弋阳县城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行， 账号：

1512213019000047184）。 受让方在2018年11月中旬前(具体

时间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要求为准) 完成全部的拆除工作，

履约保证金在完成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若受让

方在2018年11月中旬前未完成，则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3. 本次挂牌转让的重大事项揭示及瑕疵见华信评报

[2018]第062号。

4.标的新旧、规格、质量、数量、状况、性能、面积等均以现

状转让， 转让方提供的有关材料及说明仅供意向受让方参

考，具体交付资产以现场勘察实物为准。 意向受让方应认真

咨询、看样、核实，明确本次转让标的的现状和可能存在的瑕

疵。

5.标的成交后，买受人自行负责拆除，履行全部的安全

责任，同时负责将地上建筑物全部拆除，并按照弋阳县相关

规定将包括基础及墙体在内的拆除垃圾外运。

三

、

拍卖方式

：采用网上拍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

式。

四

、

标的咨询

、

展示及报名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0月

19日16时止，即行咨询、展示和报名。 单位凭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个人带身份证（联合申购的需签署联合申购协议）,到江西元

利拍卖有限公司上饶分公司办理报名手续，交纳3000元报名

费，领取相关竞买资料，并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报名资格认

定以保证金实际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准， 申购成功的买受

人，竞买保证金抵作成交价款；竞买未成功的申购人，竞买保

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

保证金账户：开户银行：上饶银行广信大道支行

户 名：上饶市产权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203103090000002468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饶办事处：0793-8300868

联系电话：15707935498（周先生）

报名地址： 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99号江南商贸城D1

栋二楼

上饶市产权经纪服务有限公司（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江西元利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