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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岁末时

关
注

岁末年初，走在大街上就能感受到辞旧迎新的气氛。无
论是商场里涌动的人群，还是支付宝年度账单上红彤彤的消
费金额，又或者是层出不穷的大小活动，都在提醒着我们，新
的一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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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火了

区还是排起长龙。该超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周末两日客流量比平时增加了四
倍，销售额提升了 30%左右。据九江本土
某大型百货商场负责人介绍称，与去年同
期相比，该商场近期在服饰、化妆品、黄金
等商品上的销量大幅增长，客流量比平时
提高 200%，因此他们将夜间的营业时间
延长至深夜零时，就是希望能够满足部分
消费者夜间购物的需求。
“我是下班才听别人说大润发五折
的，赶过去肯定太晚了，没办法，去年圣诞
联盛超市五折买的盐还没有吃完，今年就
不凑热闹了。”1 月 2 日下午 14 时，记者在
大润发浔南店看到，不少货架都已经空空
荡荡，市民的购物手推车里面堆满了商
品，大多数都是生活必需品。一位正在收
银队伍里排队的严女士不好意思地说，
“都是要用的东西，什么时候买都是买，今
天买划算就今天买吧。”她的购物车里装
着不少洗发水和纸制品，
“ 本来想买油米
之类的，但是来晚了，都没有了。”严女士
说这个手推车都是她“抢”来的，
“一进门，
全是在找手推车的人，我等了好久看见有

个人出来还车，我就拿着一块钱上去给
他，
省得他去还了车轮不到我。
”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润发，联盛超市
也搞起了全场 75 折的活动，为了怕引发哄
抢还设定了每单限购两包米两桶油每单
需超过 268 元的门槛。虽然如此，还是引
来不少市民前来购物。
像屈臣氏、良品铺子等商家也都加入
了跨年活动大军，部分商家还把促销战线
拉长，整个促销档期一直持续到月末，希
望借着这股年底购物潮，为销售业绩交上
满意的答卷。
年底的热闹不仅在零售业，记者了解
到，汽车销售在 2017 年 12 月也创了个小
高潮。因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1.6L
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就
要取消了，2017 年对于 1.6L 及以下排量的
车征收的购置税按 7.5%的税率征收。但
到 2018 年就恢复到 10%的法定税率征收
车辆购置税了。以一辆十万元的车为例，
2017 年购买需要缴纳 6410 元的购车税，
但是到了 2018 年，购置税恢复之后，就要
交 8547 元的购置税，
差了 2000 多元。

此，管理怡嘉苑的九江房产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说，小区装有监控设备，是当地派出
所安装的，当初也是因小区业主多次反映
治安问题。监控主要安装在小区进出口
的岗亭位置，
有 6 个，
但小区内就没有了。
临近年底，入室盗窃案件有抬头趋
而市民周女士则在一周内连续两次
势，不少小偷开始“忙着备年货”，浔城许
在路上被偷。第一次是带着钱准备买一
多家庭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条珍珠项链，谁知道还没走到联盛广场，
近日，九江怡嘉苑业主吴女士反映， 在四码头附近钱包就被偷了。几天后她
自前年起，她家被小偷光顾过多回，公安
和朋友逛街时，觉察有人动了她腰部，她
调取小区监控也难以找到。她说，
“ 小区
机敏地一下抓住小偷伸向她挎包的手。
监控稀少，人员进出自由，不仅仅我一家， “我紧紧抓着不放，小偷一直在挣扎，他力
小区里很多人家里都碰到过这个事。
”
气很大，幸好有路人帮我报了警，湓浦派
吴女士说，小区的治安环境比较差， 出所的民警帮我处理了这个案子，也提醒
她家总被小偷光顾，虽然财产损失不严
了我，
年底小偷很多都开始活动了。
”
重，但频繁被小偷骚扰让人心里不安。对
家住市区塔岭南路附近的市民崔先

生向记者反映，当天早上他上班去取停在
路边的车子时，发现车子副驾驶位置的玻
璃被人敲碎了，车内被翻得乱七八糟。崔
先生介绍说，由于居住的地方停车位紧
张，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将车子停
在马路边上的，已经停在路边很长时间
了，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没想到现在
却被人将车窗玻璃给砸碎了，遭到了小偷
的光顾。崔先生仔细检查了一下，除了车
子扶手箱里的两包烟不见了，放在副驾驶
座位上的一箱饼干也不见了。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年关将至，偷盗
现象日渐增多，市民们要增强防盗意识，
车内不要存放贵重物品，而且不要将大件
物品存放在车内，以免引起小偷的注意，
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从上周末开始，九江各路商家集中发
起促销大战，正式拉开年底购物季的大
幕。调查发现，在商家不惜血本的促销力
度之下，各大商场的客流量达到了平时数
倍，而销售额同比增长了三成左右。冬
装、
化妆品、
黄金饰品人气最高。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中路商
圈、新汽车站商圈、九龙街商圈，人流、车
流扎堆，商场、超市里人群摩肩接踵，市民
三五成群地结伴逛街购物。尤其是 2017
年 12 月 31 日跨年夜，各大商场、超市客流
量比平时高出数倍，上午 10 时、下午 14 时
左右均出现客流高峰，
商场收银台前、
扶梯
旁、
特价商品销售区周围人满为患，
部分互
动柜台、
游戏场地更是转不开身。
1 月 2 日，大润发浔南店五折优惠最
后一天，每个收银口都已经打开，但结账

小偷
动了

活动
爆了

办《少儿读者春节联欢晚会》；2 月 23 日， 亮湾社区、向南社区、三马路社区、潇溪
市图书馆举办《第九届九江市大学生“新
区第一小学、南山中学、双语实验学校、
春学子音乐会”
》；2 月份，市图书馆将举办
九江职大等 20 个地方举办“展历史原貌，
6 场“迎新春”小剧场系列惠民演出；3 月 2
看现代发展”展览，通过图文展板和流动
日的元宵节当天，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文物图片，展示九江历史文化；2 月 4 日，
《喜乐金宵——九江喜剧人小品晚会》；春
市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九 江 文 艺 展 厅 ”举 办
新年伊始，为丰富全市人民群众节日
节前后，由市文联、市剧协组成的文艺小 “记忆非遗”书画摄影剪纸展，展示非遗
精神文化生活，九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
分队走进军营，为驻浔官兵送去新春祝
历史文化；2 月 4 日，市文化艺术中心“书
新局、市文联将联合组织开展“争做红色
福。
香长廊”举办“精髓·味道”全市饮食类非
文艺轻骑兵新春文化进万家”活动，安排
另外，市文化艺术中心还将举办《孔
遗项目展，展示包春卷、做春饼等，进行
文艺、书法、图书、摄影等小分队面向基层
江闽独唱音乐会》、
《
“九江好声音”新春音
现场互动体验；2 月至 3 月，市图书馆展厅
一线，面向普通百姓，深入乡镇社区、学校
乐会》、
《宋宪岳钢琴讲演》、
《流行乐队演
举办九江地方春节风俗展；春节期间，市
军营、工厂企业及重点建设工程第一线， 唱会》，
都在紧张筹备中。
美 术 馆 举 办《迎 新 年 —— 匡 全 农 油 画
实施惠民、为民、乐民文化服务项目，丰富
春节贴春联也是传统民俗，但是这几
展》，预计展出匡全农及九江本地突出油
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段时间九
年多是印刷的春联，总觉得少了一些味
画创作家的 40 件油画作品。
江文化活动预计将达到 158 场次。
道。今年春节前，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组成
除此之外，1 月至 3 月，图书小分队将
首先晚会类，一月份，九江文艺小分
的书法小分队 7 次将分赴各地现场书写春
分赴基层社区、乡镇开展“新春悦读”图书
队将分赴全市部分贫困村慰问演出 16 场； 联，
免费赠送。
流动服务车文化惠民活动；2 月 24 日，市
1 月 13 日，上海芭蕾舞团在市文化艺术中
从元旦开始，九江还不断有展览活动
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寻庐讲坛”之音乐欣
心演绎红色经典舞剧《白毛女》；1 月 21
开展，为闲暇时间增色的同时也能丰富
赏讲座，主要是打击乐等乐器技巧讲解及
日，由儿童演员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演绎成
不少知识储备。1 月 1 日至 3 日，在市中
欣赏；3 月 3 日，市图书馆大厅举办“闹元
人话剧《寻找》；1 月 31 日，市文化艺术中
级人民法院、市商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宵”读者灯谜竞猜；2 月至 3 月，市图书馆
心举办由 56 个九江社团精选出的文艺精
公司、恒盛科技园、鹤湖学校、柴桑小学、 “寻庐小剧场”举办少儿诗文诵读竞赛；春
品汇演《浔城无处不芳菲》；2 月 4 日，市文
双峰小学、东风小学、九江小学、浔东小
节前后，省、市两级摄影协会成员及热心
化艺术中心举办《小荷尖尖——九江市艺
学、湖滨小学，2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开发
志愿服务者组成的摄影小分队，为敬老院
培中心少儿春晚》；2 月 10 日，市图书馆举
区滨兴街道、兴中社区、官牌夹社区、月
老人、
农村留守儿童免费拍摄照片。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午，都昌县南峰镇暖湖村
一座 50KW 光伏电站交付使用。这座电站由九江
市海事局为援助暖湖村精准扶贫出资而建，由江西
旭阳雷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现场举行完
简单的签约仪式后，旭阳雷迪的技术人员还向村级
电站维护管理员们演示电站后期运维、管理等技术
操作。
65 岁的曹大爷紧跟在旭阳雷迪工作人员身后，
认真观察他们的操作演示。做了 30 余年生产队长
的曹大爷喜滋滋地告诉长江周刊记者，作为 12 户受
益贫困户中的一员，他很高兴还能成为光伏扶贫电
站的一名村级管理员。
“ 非常感谢旭阳雷迪和九江
市海事局的建设和帮扶，也感谢党对我们老百姓的
温暖关照，我会认真守护好这座惠民电站，为村里
的乡亲们站好护卫岗。
”
据了解，这座 50KW 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共由
186 块 270w 组件构成，装机总容量为 50KW，每年发
电量大约在 5 万度左右，可节约标准煤使用 22.22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5 吨，可在解决村民日
常用电基础上实现户均 4000 元增收，
可惠及暖湖村
12 户贫困户、40 余人，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的惠民工程。
“这座电站实际并网时间是 2017 年 12 月 21 日，
截至27日交付仪式举行时，
它已发电1142瓦，
实现收
益一千多元。
”
旭阳雷迪工作人员告诉长江周刊记者，
一般天气好的情况下，
这个电站一天能为村民们带来
两百元收益，
年收益达5万元，
可持续使用20年。
据了解，太阳能作为“永不枯竭”的绿色可靠能
源，零排放零污染，能实现长期且稳定的发电收益，
是增加贫困户收入的一种新型产业扶贫方式。
“正
是得益于这些优势，再结合暖湖村的地貌特点，九
江海事局才决定援建光伏发电站实现精准扶贫。”
九江市海事局政委高春泉说，
“ 我们不仅要精准扶
贫，还要帮助他们壮大优势农产品规模，并搞好新
农村建设，
改善村容村貌。
”
在九江市海事局的协调帮助下，暖湖村建起了
崭新的蔬菜大棚基地，
可壮大辣椒、
豆角等反季节蔬
菜的种植规模，
还能带动鸡鸭等牲畜养殖的发展。
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旧貌换新颜，九江市海事
局还帮助暖湖村将一条臭水沟改造成可用来放养
鱼苗的池塘，并在周围的空地上建起了一个文化广
场，配备了健身器材，建起了篮球场，为村民提供了
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当天，九江市海事局的工
作人员还看望了部分贫困户，并送上了慰问品，希
望他们能过一个安稳的新年。

（记者 吴凤思）

释演顺 摄
1 月 4 日，九江市宗教文化研究会 2017 年总结
表彰大会在妙音素食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廖
奇志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等相关部门
领导出席会议。市宗教研究会会长妙乐长老，市五
大宗教团体负责人，以及市宗教文化研究会专家、
研究员 100 余人参加了总结表彰大会。
会上，
《五教智光》杂志主编罗长安深情回顾了
九江宗教文化研究会成立五周年来的硕果累累。
据介绍，九江宗教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为挖掘
保护传承好九江优秀宗教文化，2012 年九江市宗教
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五年来，建立了研究会以期
刊《五教智光》为载体的宗教文化平台，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方针政策，五教
并重，和谐交融，立足九江，面向全国，发掘了九江
宗教文化资源，聚集了一大批九江市的文化精英。
作为承载研究会工作成果的《五教智光》杂志出版
发行 14 期，刊登文章 457 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九
江市五大宗教的历史渊源和宗教文化内涵，
《五教
智光》杂志得到了五教内外的一致好评。
未来，九江宗教文化研究会继续下大力把作为
九江宗教文化研究阵地、对外交流窗口的《五教智
光》杂志办好，在把握宗教中国化方向、挖掘优秀宗
教文化、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五教和谐共
荣创新发展上狠下功夫，把《五教智光》杂志办成九
江优秀宗教文化传播平台。
(记者 江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