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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一学生遇事故昏倒路边

两名热心司机救助

本报讯

（

王莉

记者

王调翁

摄

影报道）

12

月

12

日下午，信州区东

市街道紫园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

对辖区居民楼、花坛、绿化等公共

场所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做到“发

现一处、整治一处、不留死角”，为

辖区居民创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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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发行支持单位

紫园社区

整治环境卫生

上饶市高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天樾

公 馆 ” 项 目 18#、 23#、

25—31# 号楼是装配式建筑

工程， 装配式房屋交付标准

为毛坯交付。

特此公告 ！

上饶市高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公 告

受委托，上饶市启源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9年元月3日下午

3时在上饶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举行拍卖会。具体公告如下：

一

、

拍卖标的概况及起拍价

：广丰区小康城安利小区菜

市场招租（15年），占地面积约960㎡，前三年免租金，起拍价

5.04万元（第四年租金），租金从第五年开始逐年递增5%。 竞

买保证金10万元。

二

、

拍卖方式

：采用有保留价的网上增价拍卖方式。

三

、

重大事项揭示

：1、租金一年一付，每年度租金到期前

一个月的15日前付清下个年度的租金。 2、招租成交后，承租

方需在3日内交清承租合同履约保证金5万元。3、承租方需全

额出资对菜市场进行改造， 要承诺达到至少200万元的投资

额。土建施工应在承租方接收标的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改造

应满足规划、消防等相关规范要求。4、承租期满后，承租方需

将钢结构大棚完整移交给出租方，大棚内所有设施设备承租

方可拆除移走，出租方不给予任何的补偿和赔偿。 5、公告中

的标的面积来自于评估报告，仅供向承租方参考，如实际面

积与公告面积不符，不影响拍卖成交及成交价格。

四

、

标的咨询

、

展示和报名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

元月2日16时止即行咨询、 展示和报名， 个人凭有效身份证

件、单位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法人身份证到上饶市

启源拍卖有限公司或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上饶办事处（市行政

服务中心三楼）办理报名手续，交纳报名资料费500元，同时

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未成功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退还

（不计息）。 竞买保证金账户【开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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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

0793-8317765 13970319719

公司地址

：

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汇景广场

1

单元

604

室

上饶市启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广丰区小康城安利小区菜市场（15年）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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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黄栀子采收的最佳季

节，日前，在德兴市黄柏乡千亩黄栀

子基地，

80

多位农民共收采新鲜黄

栀子果实近

2

万斤， 收效超过

5

万

元。据了解，此次黄栀子采收将持续

一个月时间， 黄栀子不仅让当地许

多在家养老带小的农家妇女无需出

村可在家门口赚钱贴补家用， 更是

使荒山变成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黄金山”。

（

卓忠伟 潘叶玲

摄影报道）

德兴山民喜采“黄金果”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

道）

12

月

13

日，市反恐办联合市委

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反恐支

队与特警支队等多家单位走进上饶

市职业中学， 开展反恐宣传进校园

暨反恐训练、演练活动，进一步推进

全民反恐宣传教育。

当日的演练活动从《反恐法》、

如何应对安全事件、 基本防身技能

等方面进行讲解， 并组织了师生应

急疏散演练和校园反恐演练， 全方

位地向试点学校师生宣传反恐知

识， 提高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校

园整体安全防范能力。

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反恐宣传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自

12

月

15

日起， 万年县消防大队、余

干县消防大队同步组织消防员，

对县城一些比较集中的居民居住

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排查， 切实预

防居民因电器使用或操作不当等

原因引发的火灾， 减少居民遭受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消防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一些居民楼房地形复杂、 耐火等

级低、消防通道狭小、电器线路老

化、防火间距不足、消防基础设施

普遍薄弱等。 有些居民消防意识

比较淡薄，自防自救能力较差，直

接将液化气与灶炉近距离相连，

还在灶炉边抽烟及生火， 一旦发

生火灾，极易造成损失。针对居民

生活小区的实际情况， 消防员现

场对居民开展消防知识宣传，并

耐心地教居民如何使用灭火器等

消防产品。

万年余干开展

居民区消防安全排查

百日攻坚

净化上饶

本报讯

寒冬雨夜， 气温极低，在

江西万年青陈线上，一位高一学生骑

车突发交通事故昏迷不醒，幸亏两名

路过司机及时发现救援，挽救了一条

年轻的生命。

据了解，

12

月

9

日晚上

8

点

20

分许，万年县公安局纪委监察室主任

张敬东和个体户余荣强正分别驾车

从青云镇返回万年县城，其时风雨交

加，车来车往。两车一前一后经过青云

镇下湾曾家坞村路段时候，发现右边

马路上不知何时发生了一起车祸，一

辆两轮摩托车横在路上，车子已经破

碎不堪，车身前路上躺着一个人，一动

不动，边上还停有一辆三轮摩托车。二

人急忙在前方停车下去查看，发现地

上躺着的是一个男青年，昏迷不醒。他

们一边引导过往车辆通过，防止发生

二次事故，一边拨打急救和报警电话。

随后， 二人努力把男青年叫醒，

听见他说冷后，余荣强连忙把车上的

软座垫拿下来给他盖上，还把自己的

车掉过头来，打开车灯照亮现场防止

意外发生，张敬东警官则一直撑着伞

为他挡雨。在等救护车的过程中，经过

询问得知，伤者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

晚上

6

点左右骑着一辆借来没有大灯

的两轮摩托车，从青云出来赶往万年

县城，谁料黑暗中撞到了停在路边的

三轮摩托车上，摩托车撞得粉碎，自己

也不知道昏睡了多久，只知道右腿断

了。交流过程中，小伙子怕被父亲责罚

而不愿报出自己家人的联系方式，只

说是万年县内某校的学生。 张敬东警

官马上联系学校确认了小伙子的身

份， 并做工作让他报出了自己父亲的

手机号码，随即马上联系了家长，告知

其事故基本情况，嘱咐多带些更换的

保暖衣物赶来现场。很快，万年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青云中队的民警赶到事故

现场， 万年县医院救护车也及时赶了

过来。经医生现场初步判断，发现他右

大腿已经骨折，赶紧做了应急处理。众

人协力将小伙子抬上救护车的时候，

他父母亲也赶到了现场， 母亲陪着孩

子上车前往医院救治，父亲则协助交

警处理事故。

眼见已没有什么还可以帮得上

忙， 张敬东警官和余荣强就悄悄地离

开了。据了解，事故中的小伙子经确诊

全身多处骨折，肺部也有损伤，幸无生

命危险。 现场处置事故的万年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青云中队民警表示， 幸亏

两位司机的及时救援， 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就算没有发生二次事故，也会被

冻得够呛。

（

朱文新 朱根明 万宣

）

身边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