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城郊
也能方便放心购物
20 个便民放心超市全面建成完工

本报讯（记者孔颖）随着城镇化建
设不断向前推进，城区面积不断扩大，
新的社区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社区
居民，尤其是城郊社区居民购买不便
捷，购买商品难以追溯等问题已日显突
出。在 2017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便民
放心超市被首次列为市政府惠民利民
工程，并计划 2017 年新建改造 20 个以
上。日前，记者从市商管办了解到，截
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20 个便民放心超
市已全面建成完工，其中新建 6 个，改造
14 个，包括浔阳区 8 个，濂溪区 6 个，经
开区 4 个，八里湖新区 2 个，共投入资金
约 700 万元，总面积约 9000 平方米。

在推进便民放心超市的建设工作
中，我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
一标准、连锁经营”的思路，先行在浔阳
区、濂溪区、经开区、八里湖新区新建改

造便民放心超市 20 个以上。市商管办
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配送”
的要求，就便民放心超市的功能、地点、
面积、配套设施和管理制度等，专门制
定了《标准规范》。九江联盛超市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省稻佳超市管理
有限公司依照建设便民放心超市的实
施方案和标准规范分别申报建设 10 个
便民放心超市。

在稻佳金泰港店，记者看到超市内
干净整洁，销售的商品除了普通超市都
有的产品外，还包括公司基地农产品、
自有品牌商品，同时还开设了不少便捷
贴心的便民措施。未来，这家超市还将
实现 wifi 全覆盖、商品宅配、手机支付、
第三方支付、代售票、代缴费、代家政、
代收发、代干洗、代驾校培训报名及综
合 O2O 电商购物平台等便民功能。

据市商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体现“放心”，联盛超市公司充分发挥总
部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管理及 22
年成熟的品牌连锁超市运营体系的自
身优势，利用 1 个现代化物流配送中
心、1 个生鲜中央厨房和 2 个生鲜蔬果
配送中心，提供可追溯基地体系的果
蔬、食品安全销售，配备相应的食品完
全检测设备，形成一套确保超市食品安
全的质量管理三级管控体系，控制好超
市各门店的商品质量，让百姓吃得放
心、用得放心；为了体现“便民”，稻佳超
市公司则利用实体店面、互联网直播商
城和网上商城“三驾马车”相结合的创
新运营模式，发挥公司体制灵活，即点、
即购、即支付、即免费配送及线上线下
的优势，为市民打造一个干净整洁、实
惠卫生的购物环境。

瑞昌村村都有
气象大喇叭

瑞昌讯（郑昌江 魏东升）1 月 5 日，小寒，瑞昌市通
过气象大喇叭，向全市农村播报天气预报，并提醒农民
做好越冬作物防寒防冻工作。目前，该市建成气象大
喇叭 157 套、显示屏 21 套，覆盖率达 100%，村村都有气
象大喇叭。

为扩大气象信息覆盖面，解决气象信息“最后一公
里”问题，瑞昌市在 21 个乡（镇、场、街道）的 157 个村安
装了气象大喇叭，通过无线传输，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
向农村播报天气预报、农用气象预报等，切实提高气象
灾害预警能力，最大限度防灾减灾。同时，在农村建立
了 16 个自动气象站，聘请了 480 名气象信息员，确保重
大气象信息及时发布，并快速传递给广大农民，实现了
气象服务群众“零距离”，有效避免和减少了灾害造成
的损失。

庐山市西湖社区

“党建+社区公共服务”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陶书荣 记者赵岑雨）“一站

式”社区综合服务大厅，图书室、信息共享
室、时不时就会开展的道德讲堂、朗读沙
龙活动……在庐山市西湖社区，老百姓办
事方便，生活丰富多彩。记者获悉，近年
来该社区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加大投
入、创新管理、丰富载体，进一步提高了社
区公共服务质量，走出了新常态下服务群
众零距离的一条新路。

该社区通过整合资源，将涉及的党

建、社保、民政、计生等多个服务项目集中
办理，建成“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大厅，
搭建一个“进一扇门、办所有事”的服务平
台，实现了为民办事全程代理。群众只需
提出办事申请，提供有关材料，均予代理，
至今共办理各类民生实事 16 余件。

为丰富百姓生活、拉近社区居民距
离，去年以来该社区先后开通了图书室、
信息共享室、公益图书馆，并开办了道德
讲堂三期、朗读沙龙二期、四点半课堂，

多次开展了时政宣教、困难帮扶、医疗保
健、技 能 培 训、就 业 服 务 及 为 困 难 家 庭

“献爱心募捐” 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活
动，社区形成了党员带头、各方参与、共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管 理 生 动 局 面。“ 送 戏 下
乡”“小区邻里节”“庆祝庐山市成立一周
年”等 10 余场各类节庆汇演也在 2017 年
相继开展，当地百姓在活动中增进了友
谊，形成了社区居民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的良好氛围。

图为远洲九悦廷小区内的便民放心超市解决了居民购物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2017年度市本级社保
补贴1月 15日发放

本报讯（记者孔颖）1 月 11 日，记者从市劳动就
业服务局了解到，2017 年度九江市市本级社保补贴
定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26 日（1 月 20、21 日休
息除外）在市就业局一楼人力资源市场（庐山路 27
号）发放。

据介绍，1 月 15 日至 26 日（1 月 20、21 日休息除
外），每天 9:00 至 12:00，13:30 至 17:10，相关市民可
前往领取。领取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社会
保障卡、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当年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发票原件，是低保和残疾人的市民则需带上低
保证和残疾证原件。如特殊情况需委托他人代领，
除以上资料外代领人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补贴资
金在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办理了签字手续后，春节前
拨付到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上。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16日起报名

本报讯（记者孔颖）2018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将于 3 月 17 日举行，报名时间为 1 月
16 日至 19 日。

据悉，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的人员须分别参加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考
试。笔试科目包括综合素质、保教知识与能力、教育
教学知识与能力、教育知识与能力、学科知识与教学
能力等，考生根据申请类别参加相应科目考试，4 月
19 日公布笔试成绩。除笔试外，考生还须参加面试
考核。

三里街一家三口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原是楼下租客为农产品除虫酿悲剧

被告人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获刑
本报记者 赵岑雨

2016 年 7 月 18 日，有多家媒体曝出九江
市三里街一住户家中发生“煤气中毒”事件，
两名小孩和一位母亲不幸身亡。两个小孩为
1 男 1 女，女孩年龄 12 岁，男婴仅 7 个月大，母
亲为 1982 年出生。

日前，记者从浔阳区人民法院获悉，本案
经浔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裁定，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人吴某因犯过
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

判决书显示，母子 3 人的致死原因并不
是煤气中毒，而是与吴某投放的化学物质有
关。

磷化氢中毒

2016 年 7 月 17 日，正值盛夏，刘女士与
两个孩子在三里街的家中开着空调休息。当
天，母子 3 人均感觉到肠胃不适，恶心呕吐。
她带着孩子们到附近诊所就诊，经诊断为急
性肠胃炎，在输液治疗后一并离开。

回到家中，刘女士的症状稍有缓解，晚上
10 时许还与原在外地打工的丈夫通过视频
电话，但两个孩子却仍然呕吐频繁。夫妻商
量，先熬过这一夜，第二天再去医院就诊。直
到凌晨 5 时许，刘女士也开始呕吐，并伴有呼
吸困难、肌体抽搐等症状。她紧急给亲戚打
电话求救，母子 3 人均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
治，当天下午因抢救无效身亡。

根据法医鉴定，刘女士母子 3 人系急性
磷化氢中毒致死。当天九江城区相对湿度
94%至 95%，风速 1M/S 左右，符合磷化氢挥发
的客观条件。本案承办法官告诉记者，磷化
氢由磷化铝遇水或酸分解而成，其扩散性极
强，易于穿透水泥墙壁的缝隙，常用于农产品
除虫。案发当日气温较高，刘女士家中开着
空调，室内处于密封状态且空气湿度较高，这
都有利于磷化氢的迅速扩散。

磷化氢是怎么来的？

刘女士所居住的这套民房，是由其丈夫
在 1998 年建造，自婚后二人就住在那里。房
子共分上下两层，刘女士一家住在二楼，一楼
则于 2008 年租给了吴某，用于储存红豆等粮
食作物。8 年来，吴某与其妻子一直把这套
房子用作仓库，从事农副产品批发生意。

据法院查明，2016 年 7 月 16 日下午 3 时
许，吴某将约 300 余包红豆搬至刘女士卧室
正下方的仓库，后投放磷化铝至堆放的红豆
表面及房间角落，利用磷化铝分解的磷化氢
气体进行熏蒸除虫。当天，吴某将该房间唯
一的窗户用塑料薄膜密封，保证药量浓度达
到了除虫效果，计划熏蒸一周时间。

据吴某供述，多年来他一直使用磷化铝
除虫，磷化铝是他从浔阳大市场的一家农产
品店中购买。具体操作方法是：把磷化铝固

体放在地上或者箱子上面，通过肉眼观察虫
多虫少，来决定用量，一般每 5 包货物投放 1
粒磷化铝。

吴某承认，他知道磷化铝在一定条件下，
会挥发成“磷化氢”这种剧毒物质，但他多年
来一直按照规范操作，从未出过纰漏。2016
年 7 月 21 日，因警方在调查中频繁出入仓库，
吴某感觉不对劲，把仓库里剩余还未卖出的
红豆转移到了他处。

罪魁祸首是？

既然吴某在仓库中投放磷化铝不是一天
两天了，那为什么会到那个夏天才出事？警
方深入调查后查明，根据仓库的面积、囤积红
豆的数量，案发当日，仓库里的磷化铝的存量
远远超标。按照磷化铝在用于农产品除虫时
的使用标准——每立方米 3∽4 粒，当天的仓
库中多了大约有 40 粒。

正是这些多余的磷化铝，与空气中的水
分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磷化氢。这种剧毒物
质在仓库里“无虫可杀”，就沿着墙壁缝隙，飘
散至二楼的刘女士家，造成了一家 3 口惨死
的悲剧。

经反复审讯，吴某终于承认，原来他在 7
月 16 日下午最后一次投放完磷化铝的时候，
还剩下最后 40 粒，他想想可惜，就干脆一并
把它们投放到了仓库里。

吴某说道，他了解磷化铝的使用标准，当
天他是一时大意，磷化铝如何造成刘女士一
家中毒的他并不清楚，也没想到造成如此严
重的后果。

审判

在本案庭审阶段，吴某的辩护律师提出，
吴某受教育程度低，致其对事物预判和预见
性较常人较低，本案应属于意外事件。吴某
从事的农产品批发是薄利行业，不存在他为
了追求暴利不计后果的主客观因素。

法官则认为，吴某是一名多年经营红豆
等粮食作物并长期使用磷化铝的个体经营
户，对于磷化铝的性质、作用、危害及使用方
法应有一个全面、清除的认识。本案中，吴某
租用刘女士一家的房子作为仓库，并使用磷
化铝除虫，他知道会产生有毒气体却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挥发、泄露，也未对周围居民尽
告知义务，主观上对于危害后果具有已经预
见却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客观上导致了 3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故吴某的行为构成过失
致人死亡罪。

另外，吴某是在接到警方通知后，接受询
问，而且在询问过程中，对投放磷化铝的时
间、用量等主要犯罪情节未做如实供述，故其
行为不属自首。

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柴桑区为34名农民工
成功讨回“辛苦钱”

柴桑区讯（梁丽琴 余学刚）近日，在柴桑区劳动
监察局和公安局等部门的积极协调下，34 位农民工
终于领到了“辛苦钱”,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据悉,去年 8 月 14 日，朱某、郭某等 34 人来柴桑区劳
动监察局，反映他们在某砖厂上班，但由于该砖厂停
工，负责人熊某电话关机无法联系，导致他们工资一
直没有着落。了解情况后，柴桑区立即组织劳动监
察部门工作人员积极行动，与该砖厂实际经营人熊
某取得联系。经过柴桑区公安局、劳动监察局的共
同努力，运用道德和法律手段，2017 年 12 月 12 日，
熊某主动来到该区劳动监察局，确认拖欠工资数额，
并同意支付工资。经过劳资双方共同确认，核实被
拖欠的工资数额为 292236 元。2017 年 12 月 15 日
晚，该砖厂在柴桑区劳动监察局现场全额支付了被
拖欠的工资。至此，34 名农民工的劳资纠纷问题得
到了圆满解决。

浔城开启晴冷速冻模式
1 月 9 日是“三九”的第一天，浔城步入一年中最冷

的时间段。本周我市以晴天为主，但冷空气仍占据主
导地位，每天的最低气温均在 0℃以下。图为 9 日早
上，南门湖湖面周边出现大面积结冰现象。

（本报记者 刘家 摄）

联合执法
关停取缔全部粘土砖厂

为切实做好中央及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工
作，确保整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近日，由柴桑区工
信委牵头，国土局、环保局、安监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安局、供电公司及各乡镇政府等多个部门联
合，通过对全区所有的 11 家粘土砖厂采取了断电关
停措施，依法予以关停取缔。该区将着力对关停砖
厂实施自行拆除、平窖及引导和帮助企业做好转型
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和其他生产经营行为等相关工
作。图为供电公司工人正在拆除变压器跌落保险，
切断电力供应。 （黄光荣 摄）

“三无”老人住进福利院

本报讯（邹晓华 张佳煌 记者陈沽玥）阳光灿烂的
冬日，86 岁的陈志清老人正和彭泽县福利院的老人聊
天，其乐融融。30 多年前，陈志清老人独自在彭泽县
黄岭乡的深山隐居，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本，也没
有亲人朋友，是典型的“三无”老人。当地志愿者发现
后，经常前往探望。2017 年 9 月 28 日，彭泽县民政局
和黄岭乡民政所工作人员将陈志清从深山接到黄岭乡
敬老院。2017 年 12 月 29 日老人由黄岭乡敬老院转到
县福利院居住，开始了安定的生活。

志愿者尹先明介绍，2017 年 8 月，彭泽县棉船爱心
协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山里冒烟，后来才知道有一名老
人在此隐居，烟是老人生火做饭产生的。志愿者在黄
岭乡长乐村一废弃的林场内发找到陈志清后，经常送
去米面、油、水果、衣物等，还纷纷为他捐款。

陈志清老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流落到这个废弃
林场的。他种了一些蔬菜，并靠帮附近村民干零活换
一些生活必需品，每天只吃一顿饭，照明用的还是马
灯，生活十分清苦。彭泽县民政局和乡政府获悉陈志
清的处境后非常重视，在征求老人意见后，便将他接到
黄岭乡敬老院安置。

彭泽县黄岭乡敬老院的院长王永松说：“老人刚进
敬老院时，不太说话，也不与他人交流。现在，常与其
他老人聊天，散步，融入了敬老院这个大家庭。”老人因
隐居深山，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县福利院已和公安机关
对接核实老人身份，尽快为老人补录户口本和办理身
份证。

3家企业获金奖
修水农特产精彩亮相上海滩

修水讯（郑亚平 胡梦新）近日，第十三届江西“生
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上海)展销会在上海国际农展
中心开幕，修水县 9 家农业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数十种名优特农产品参展，其中该县 3 家企业生产的
大米、茶叶和菊花斩获此次展会金奖。

本届上海农展会是近年来江西打造全国知名绿色
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成果的集中展示和推广，参展产
品有数千种。展会以绿色共享、创新发展为指导思想，
本着“宣传推介、提升品牌、展销订货、挖掘市场”的思
路，组织了全省 300 家企业数千种名优农产品参加展
销。通过现场试吃、专家和评委无记名投票，最终评选
出本次展会产品质量金奖。

近年来，修水县积极组织农特产品外出参展，推广
宣传该县名优特农产品。仅 2017 年，该县 5 次组织县
内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外出参展，茶叶、菊花、花椒、
大米、茶油等农产品多次获奖，广受赞誉。

花式足球收获快乐
近日，由九江市校园足球办公室主办，江西壹加壹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让足球飞”亚洲花式足球校
园公益行活动在我市部分中小学举行，应邀的亚洲花
式足球冠军在湖滨小学为同学们进行教学指导。公益
活动先后来到九江双语实验学校、市特殊教育学校、市
外国语学校、湖滨小学、浔阳小学、濂溪区匡庐小学以
及湖口县第二小学，带动青少年学生喜爱足球、关注足
球、参与足球，在足球运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进一步
推动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的开展。

（本报记者 邝南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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