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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以来，玉山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集中开展“僵尸车”

全面清理工作，目前已办理报废车

100

余辆，拖移“僵尸车”

70

余辆。

行动中， 玉山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结合工作要求，制定方案、细

化措施、提前部署，对城区主要街

道及居民小区、 小巷等区域长期

停放，破损不堪，影响市容市貌的

“僵尸车”“僵尸二、三轮车”进行

清理， 依法对长期停放且无人认

领，外观残旧破损、轮胎干瘪、涉

嫌假套牌、逾期未参加安全检验、

保险过期、拼装车辆、使用功能缺

失等状态的机动车进行登记和拍

照取证后，一律拖离现场。

目前， 已要求车主自行办理

报废车

100

余辆，现场拖移“僵尸

车”

70

余辆。同时大力开展宣传工

作，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僵尸车”，

共同抵制这一不文明现象。

（

余水荣 特约记者方菲菲

）

走进鄱阳县饶丰镇灌湖水库管

理所，每天都能看到一位年过

5

旬的中

年男子在忙碌着，炎炎烈日下，他在大

坝上巡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置；为确保

水库正常运行，他加班加点亲自参加

水库维修养护工作；节假日休息时间，

也能看到他在所里大院内清除杂草，

搞好环境卫生。

这位忙碌的中年男子叫蒋泽荣，

是灌湖水库管理所所长兼党支部书

记。说起蒋泽荣，水利系统的人无不竖

起大拇指，夸他是鄱阳水利系统的“老

黄牛”，有干劲有魄力，不到一年时间，

就把灌湖水库多年积弊解决掉， 面貌

焕然一新，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县前列。

灌湖水库总库容

3277

万立方米，

灌溉面积

2.5

万亩，保护耕地面积

3.6

万

亩，保护人口

9.8

万人，是一个以灌溉

为主，兼有防洪、养殖等综合效益的中

型水库工程。

2018

年

10

月份，

50

岁的蒋

泽荣受命担任该所所长， 面对的是一

个烂摊子：该水库自建成以来，历经

58

年没有清淤过， 水面养殖户违规投入

大量饲料，造成水质污染；水库连续

12

年没有维护， 大坝上长了很多树和杂

草，影响了大坝安全；管理所办公房破

旧，被外人戏称“破庙”。 蒋泽荣自知肩

上担子很重，油然升起一种使命感，经

多方筹措资金

50

万元， 对办公用房进

行了维修改善， 在院子内规划了停车

位，建了花池，规划搞好绿化，使办公

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昔日人们眼中的

“破庙” 很快改造成了一个花园式、果

园式、菜园式、公园式的水库管理所。

水库大坝有

10

多年没有清理，坝

上长满了杂树， 有十几棵粗到一个人

都抱不住， 碗口粗的树有

100

多棵，坝

头还有座村民建的房屋， 这种状况对

水库安全运行构成了威胁。 蒋泽荣带

领员工集中开展清除行动， 并对水库

进行维修养护， 经过连续

3

个月的奋

斗，杂树被全部清理干净，坝上的民房

也通过工作顺利移走。

对蒋泽荣来说， 工作没有休止

符，干了一辈子水利工作的蒋泽荣，对

“水”情有独钟，在水库管理所，围绕水

库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他带领员工一

仗接一仗地打，大坝巡查、维修养护、

杂物清理、环境卫生、党建文化墙……

节假日都没闲着， 有时周末干脆把老

婆也带来水库，参加义务劳动。

水利，是他的事业，也是他的梦。

（记者

夏濛

）

蒋泽荣：鄱阳水利系统的“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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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江西爱家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9

年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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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为鄱阳

县鄱阳镇饶州大道（集贸中心）一楼北半部部

分房产招租（5年），集贸中心总共6层，本次拍

租的建筑面积约1908㎡，位于一楼北半部部分

房产，起拍价48万元/年，竞买保证金40万元。

二

、

拍卖方式

：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方式。

三

、

重大事项揭示

：1、租金每年度支付一

次， 每年度到期前一个月交清下年度租金,标

的成交后7日内交清首年年度租金及承租合

同履约保证金。 2、承租履约保证金为2个月的

租金,在租赁期满未违约、未欠费的前提下，招

租方负责无息返还。 3、标的有租赁情况，原承

租人在同等条件、同等价格下享有优先权。

四

、

标的咨询

、

展示和报名时间

：自公告

之日起至2019年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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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身份证到江

西爱家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交纳报

名资料费600元， 同时交纳竞买保证金 （保

证金以报名截止时间实际到账为准）， 竞买

成功的竞买人保证金抵作拍租价款、 佣金、

产权交割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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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 情 咨 询

： 13627938973 （洪 ）

139079835504 （刘）

公司地址

： 上饶市信州区胜利路72号

江西爱家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鄱阳县鄱阳镇饶州大道（集贸中心）一楼北半部部分房产招租（5年）拍卖公告

饶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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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清越

实习生

王梦

莹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8

月中旬

起， 信州区应急管理局在办公大

楼一楼大厅设立环卫工人爱心驿

站， 面向一线环卫工人免费提供

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感冒药、

针线包、健康知识杂志、公共卫生

间等，解决一线环卫工人休息难、

饮水难、如厕难等问题。

“以前休息不太方便，只好随

意在哪条马路边上或者是大树底

下乘凉， 现在可以在应急管理局

大厅休息，不仅可以遮风挡雨，环

境还特别好。”从事环卫清扫工作

已经

12

年的周师傅乐呵呵地说。

信州区应管局

设立“爱心驿站”

玉山集中清理

“僵尸车”170余辆

本报讯

（记者

夏濛

摄影报道）

8

月

13

日上午，信州区个协灵溪分会会员代表

来到灵溪镇龙泉村， 将会员们捐助的

1

万多元钱送到身患重病的协会会员徐

树金手中。

据了解， 徐树金早期腿脚就有隐

疾，为了生活一直在外做生意，没有及

时治疗， 可是生意上不但没挣到钱，腿

疾却越来越严重，现在要靠拐杖支撑才

能勉强站起。 经医院检查，双腿股骨头

坏死，需更换骨头治疗，治疗费高达几

十万。 现在家里实在没钱，治病的事只

能一直拖着。

信州区个协灵溪分会会员得知情

况后，自发地为徐树金捐款，短短几天

时间就筹集了爱心款

10510

元。“这么多

协会朋友们关心着我，为我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真的让我很感动。 ”徐树金接过

爱心款难抑感动，掩面而泣。

信州区个协灵溪分会

为会员捐万元治病钱

蒋泽荣自己动手规划水库管

理所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