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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军

【新闻·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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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柴桑区岷山乡为深入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岷山乡2018年度新农
村建设工作，开展了为期一天的新农村建设
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

参会人员先后到达岷山乡红光村底下
黄、涌泉乡锣鼓岭村木马堰刘家和枫树村吴
家、新合镇利民村来西边湾等新农村建设点
进行参观学习。随后，在岷山乡政府会议
室，就新农村建设施工规范要求和新理念、
新工艺及新农村建设资金使用管理等内容
进行了认真学习。

岷山乡还就如何做好 2018年新农村建
设工作提了要求：乡党委、政府安排乡村两
级干部包片指导帮扶，各村点要有建设好新
农村的信心；要精心施工并加快推进新农村
建设工作；乡、村蹲点包片干部要用心尽责，
切实担负起工作责任。（徐基荣）

近日，浔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公
告，根据“江西省城乡综合整治”要求，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2018年 3月 30日浔阳区城管委组织公
安、交警、浔阳区执法大队对浔阳区范围内
长期占用人行道的“僵尸车”（占用人行道等
公共资源停放且无人问津的车辆）拖移至花
果园停车场内。详情咨询、僵尸车举报电话
请拨打：0792-8580363。

不少居民小区及边街小巷道路两侧常
能见到一些长期无人使用、无人维护的车辆
停放着，这样的车被称为“僵尸车”。这些

“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和居民正常出行，更
挤占公共停车资源和消防通道，存在诸多安
全隐患。

长江周刊记者从九江市执法局浔阳区
大队了解到，“目前，在浔阳区滨江东路、十
里大道、长虹北路、庐峰东路等主次干道共
清理 14台僵尸车，其中包含两轮和三轮车，
部分僵尸车的主人已经找到，对于始终联系
不上的僵尸车主，将由警方通过合法途径进
行强制报废。下一步浔阳区执法大队还将
针对社区和小区进行深度清理，为市民出行
提供便利。”

僵尸车整治活动效果明显。多部门联
合行动之后，热心市民纷纷向浔阳区执法大
队提供僵尸车的线索。但僵尸车往往是停
在人行道或拖车无法工作的位置，清理较
为困难。有时候市民反映的线索不能及时
处理，经常要去借拖车，耽误不少时间，影响
执法效率。据了解，浔阳区执法大队近期有
望购置新款拖车，并针对市民反比较集中的
社区和小区的僵尸车进行深度清理。

浔阳区执法大队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在清理过程中，我们与一些僵尸车的主人
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解，导致僵尸车主不愿
去报废的，基本有两个原因，一是运输费用
太高，报废一台车可能还不够运费；二是有
些车辆自身存在很多违章，报废车辆前必须
要把违章交清。而有些违章甚至会超过车
辆报废价值，导致有的车主就索性放着不管
了。”

清理僵尸车，城管和交警前期做了大量
摸排工作，这些被清理的车辆，目前都放置
在花果园停车场。浔阳区执法大队机动中
队指导员王敏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和能联
系上的车主取得了联系，也对浔阳区范围内
的商户发放了告知书，有的车主确实很难找
到，比如有些属于租车公司的车，公司早就
关门，有的电话也换掉了。如果车主能自行
移走最好，否则，我们将联合交警进行清
除。”

记者在花果园停车场看见，有几辆僵尸
车确实受损情况严重，除了满是灰尘外，有
些车辆的内饰受到严重破坏，一些车辆甚至
连车架号钢印都无法辨识。

实际上，目前针对僵尸车，城管和交警
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那么，僵尸车就可
以如此任性吗？据了解，机动车所有人在办
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或车辆年检时，如发
现名下还有其他该报废未报废或逾期未年
检车辆等，车主购买的新车将不能注册登
记，也就是不能上牌。

记者从九江交警部门获悉，在与执法部
门联合清理僵尸车行动时，当场就对相关车
辆信息进行了登记。如果能够找到车主，交
警将通过电话和发函到身份证登记所在地
的形式告知，并要求前来处理车辆。如果车
主拒绝配合，那交警将公告3个月，之后进行
强制报废。被强制报废的车辆所有人将会
影响今后购置新车上牌，很可能上不了牌。

僵尸车如何合法报废？九江交警工作
人员表示，“只需交完车辆所有违章罚款后，
带上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和身份证去
车辆报废公司办理手续即可。”

浔阳区开展僵尸车清理

共享单车带来的诸多问题是今年全国“两
会”和九江“两会”的讨论热点。到底应该如何
整治，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出台新的政策条文。
但是出现在九江学校周边这种大量人为破坏的
现象，却不能不让人质疑相关人员的动机和素
质。

4月4日上午，市执法局浔阳区大队对两湖
及公园周边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进行统一整治
收缴。“我们今天整治活动范围是两湖周边，两
湖周边的共享单车必须清除走，因为这一块老
百姓走湖，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对他们影响很大，
所以这边先治理。”市执法局浔阳区大队副大队
长程敏说。为了防止共享单车过度投放、乱停
乱放现象无人管理，执法部门会在公交站台附
近规划停放区，每个停放区单车数量不得超过

10台。
去年 7月份开始，为规范管理共享单车停

放，缓解共享单车停车难问题，市执法局在我市
城区设置5条共享单车示范管理路段，分别是浔
阳区浔阳东路、濂溪区前进东路、开发区长江大
道、八里湖新区兴城大道以及浔阳区、濂溪区共
同管理路段长虹大道。在上述路段，根据共享
单车数量、道路条件定点施划非机动车临时停
车泊位，让车辆有处可停。

那么这次集中大规模人为破坏共享单车的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九江学院学生和周边市民
都有自己的猜测：“应该是学院门口租车的那些
人。”学生口中的“租车的”指的是在九江学院南
门对面人行道上摆摊出租摩托车、助力车和自
行车的商家。

长江周刊记者4月10日前往九江学院南门
附近了解到，这些摩托车出租为10元每小时，每
公里汽油费用0.3元，押金为100元加上身份证、
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此前在专项整治活动中，
这些租车小摊由于侵占人行道和没有运营手续
等问题被执法部门清理数次，但是由于学生市
场巨大，利益使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租车

“战场”。那么到底共享单车是不是被他们破
坏？

饶伟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事情发生在夜
间，这附近又没有摄像头，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
说。这一次没有留存证据，事情发生后我们第
一时间赶紧修理和补充新车。但因为这个破坏
行为是违法的，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会
留存好证据报公安机关处理。”

谁对共享单车下了黑手？

共享单车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便捷出行的替代工具，同时也是共享经济理
念的新兴产物，体现了低碳出行、节能减排的生态环保概念。然而，共享单车在九江
却也如在国内很多城市一样，“痛并快乐着”，一方面方便市民出行，另一方面也给城
市“添了堵”。近日，长江周刊接到市民举报，在九江学院附近出现大量被人为破坏
的共享单车，OFO小黄车、hello单车等各个品牌的单车都没有幸免于难。

本报记者 周慧超

日前，家住莱茵美郡的张先生向长江周刊
记者反映，“九江学院北门几百辆 hello 共享单
车被人为破坏，简直丧心病狂，而且没有被损
坏的车辆都使用不了了，一扫就显示出现故
障。”因为小区和九江学院一路之隔，张先生
晚饭后经常到九江学院散步，有时候走得远了
一些，他就会在学院附近租上一辆共享单车骑
行回家。“我觉得共享单车挺方便的，这次这
个明显是人为破坏。有的轮子都没了，有的整
个车架都扭曲了，还有的直接被扔进河里。”

4 月 8 日下午，记者沿着九江学院附近的
濂溪河走了一段，发现十几辆共享单车被丢弃
在河内，有的单车车身被湖底的淤泥覆盖住
了，只能看到车轮。水底的乱象与岸上整洁美

观的游步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附近散步的市
民大都说不清楚水底共享单车的由来。

“共享单车，一定程度上可方便市民出行，
但不能因为它是线上租借管理，就可以肆无忌
惮，不管不顾。”张先生说，九江学院附近单车
虽然多，但是管理还算有序，单车运营者会在
学校里招收一些学生兼职，闲暇时候就负责在
马路边将单车摆放整齐。

记者从 hello 单车九江地区负责人饶伟口
中了解到，近来九江学院片区的 hello 单车被
人为破坏现象十分严重。“仅仅 hello 单车一个
月学院这片区就有 50 来辆被破坏，有的无法
维修，有的我们拿回去还能修一修再投入使
用。”

数百辆共享单车被破坏

小孟是hello共享单车的巡检员，他和同事们
在巡检过程中，经常会发现被破坏的车辆，有些车
辆甚至被人直接扔进了水中，一天下来，小孟和同
事们要收集处理一二十辆受损的共享单车。“经常
能发现，有时轮胎被撬了，线被剪断的，二维码被
喷了，都很常见。”

在OFO共享单车的维修点里，停放着四十几
辆正在等待维修的车辆，有的坐垫不见了，有的轮
胎被偷走，看着这些车辆，维修师傅显得有些无
奈。

维修员邹师傅说，他每天修小黄车超过 50
辆，但即使这样高强度加班加点，仍然无法赶上

车被损坏的速度。
记者从 hello单车处了解到，hello单车深受

九江群众喜爱，目前最高日骑行量已达2万余人
次。然而，随着使用率的上升，hello单车的人为
损毁数量也相当严重。据统计数据显示，hello共
享单车目前在九江的故障率近40%。

hello共享单车故障率近40%

问题应得到合法解决

佰居易装饰公司让客户很生气

近日，市民郭女士向长江周刊
记者反映，“去年4月份，我和位于九
龙街南段步红花园的九江佰居易装
饰 设 计 工 程 公 司 签 订 了 装 修 合
同。最开始，我以为该公司是山寨
北京的‘百居易装饰公司’，后来他
们的工作人员告知，他们大概是类
似于子公司那么个意思，我才选择
了他们公司。可现在，该公司偷工
减料不说，还出现了质量问题。我
去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双方达成
了调解约定，他们又不认真履行，不
好好解决问题，简直太可恶了！”

事情是否真的如郭女士所说，
长江周刊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岷山乡开展新农村建设培训

九江学院附近出现大量被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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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内打捞上来的共享单车从河内打捞上来的共享单车。。

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近日，
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精简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
定》，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取消公务员面
试经费，取消此项收费后，依然对面试考生
提供免费工作餐，此举将极大地减轻考生个
人负担。（毕强）

九江5月1日起取消公务员面试费

客户：装修问题多，未切实履约
4 月 9 日上午，记者向郭女士了解详细情

况。
郭女士说：“一开始真的认为这是北京的

‘百居易’装饰公司，虽然现在还没弄明白两者
之间的真实关系，但合同已经签了。这些都不
重要，但是他们的服务和态度，令我真的很生
气。1、偷工减料，合同中很清楚写有全部墙体
刷固墙涂料，但后来砌起的柱子，他们说什么也
不给刷；2、施工没有责任心，家里的瓷砖底下全
是空心的，都能用手敲得响，水泥都不抹匀就贴
砖；3、技术不到位，做了一道墙，可是墙面严重
不平，看着非常糟心；4、员工不敬业，每个施工
项目都配有负责人，可我家的项目负责人刚开
工就经常不在现场，还一度在外地盯别人的大
项目；5、无验收报告，合同中明确提到工程结束
时，要出具验收报告，可我家装修至今没人验
收，无任何报告；6、装修工期拖延，原定 2017年
7月底完工，因他们人员变动导致延期 3个多
月，他们却不承认。”

随后，郭女士拿出一份由开发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调解书”。郭女士说：“因
为佰居易的服务质量和态度问题，我就把这件
事投诉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我们双方达
成了调解协议，对方也签字了。但他们的态度

依旧不端正，居然钻起了调解书的文字空子，所
以我只好向媒体投诉。”

记者在这份调解书中看见，除装修尾款
4300元免去外，佰居易装修公司答应给郭女士
购买一把市值8000元的某品牌智能锁。该公司
负责人王某于2018年2月6日签字并按了手印。

郭女士介绍：“之所以送一把 8000元的锁，
原因是佰居易工作人员称‘在装修行业没有装
修公司赔钱给客户的道理，如果佰居易赔钱给
客户会被同行取笑’，所以协商赔偿改为送锁。
但是，原本约定3月6日前解决此事的佰居易公
司却迟迟没有买锁，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
的催促下，佰居易公司又改为‘3·15’之前把锁
买好。但约定时间再次违背，已装修好的房屋
却没有锁，我非常着急，多次催促后，佰居易公
司的工作人员竟把我微信拉黑了。”

更改多次时间约定后，郭女士终于见到了
九江佰居易装饰设计工程公司购买的某品牌智
能锁。但郭女士认为这把锁不符合之前的调解
约定：“我在协调时说得很清楚，要求在九江实
体店购买某型号的价值8300元的智能锁。智能
锁什么时候坏，谁也说不好，售后很关键。结果
他们却在淘宝上给我买了一把，没有发票、不能
全国联保、没有产品防伪标志的智能锁，锁芯也
不是我之前说的那种，谁知道他们买的这把锁
花了多少钱是不是正品呢？”

采访中，郭女士多次表示，“我并不希望和
佰居易装修公司发生矛盾，很多事情就看一个
态度，佰居易公司的服务和态度实在让人不
满。我装修花了快 50万，我猜想没用他们推荐
的材料，他们赚不到什么回扣，才会如此态度恶
劣。”

装饰公司：应以调解书内容为准
4月9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与郭女士前往

九江佰居易装饰设计工程公司，该公司前台工
作人员得知记者前来采访，便立刻说，“我们老
板正在休假，联系不上。”当记者表示希望能够
提供有关负责人的电话时，其中一名前台工作
人员说：“没有。”随即，这两名工作人员立刻拿
起手机发短信、打电话，并快步向该公司最里面
的办公室走去，关上房门。

记者只好给九江佰居易装饰公司负责人王
某打电话，然而记者总共打了近40个电话，王某
始终没有接听。

郭女士向记者提供王某的助理刘某的电
话。电话中，刘某得知记者想要了解装修纠纷
的情况后说，“我正在带客户看东西，你有什么
事晚点再说，我现在真的没时间。再说了，我说
话又不算。你这个还是要问我老板。”之后，记
者再次向刘某反映王某不接电话时，刘某回复：

“老板没接我电话，没办法。”
记者一直在九江佰居易装饰设计工程公司

等待该公司人员的回复，欲听取该公司的说法，
但一直没有等到回音。直至中午 12时，该公司
前台两名工作人员终于从公司最里面的办公室
走出，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下班锁门
了。你们不出去，我就锁门。”

记者表示，“希望再等等有关负责人。”这位
前台工作人员称“那我锁门了”，并随即快步向
大门走去。记者说：“如果强行锁门，我们就报
警。”话音刚落，这名工作人员便把大门锁上
了。记者报警后，约过了30分钟左右，这名前台
工作人员才很不情愿把门打开了。

面对这种状况，郭女士非常生气地说：“接
单时一副面孔，售后又是另一副面孔，敢问这样
的商家，谁敢把装修房子这种大事交给他们。
我现在已经买了把智能锁，接下来，我要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样的商家太欺负
人了！”

4月13日13时42分，九江佰居易装饰设计
工程公司的助理刘某向记者回电，并对有关情
况做了解释。刘某说：“我们是严格按照调解书
内容来执行的，白纸黑字的东西在那里，调解书
中没有明确要在实体店购买，也没有指定具体
型号。所以，我们在网上购买该品牌智能锁，没
有过错。如果说我们之前有约定，请拿出证据
来。而且，我们购买的智能锁是正品，可以上网
查询的。没有防伪商标是可以进行更换款式
的，并且我们买的锁是可以全国联保的，有保修
卡的。”

郭女士还向记者提供了九江佰居易装饰设
计工程公司与她签订装修合同时所给的一个文
件袋，上面清晰地印着“北京百居易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印的地址和电话却是九江佰居易
装饰设计工程公司的。

当记者问到“百居易”和“佰居易”两者之间
的关系，刘某说：“北京的那个公司跟我们之间
什么关系，我搞不清楚。但是，我们是合法经营
的商家，是正规商家，可以去有关部门查询。”

装修起纠纷 “补偿”存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