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皇庙巷常拥堵 市民盼设置单行道

本报记者 郑欢

大井头巷何时改造好 ？ 9 月中下旬

本报记者 郑欢

市民苏女士：我是信州区人，听说听力残疾

儿童有救助政策，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信州区残联：根据《 信州区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实施细则》 ，听力残疾儿童救助的主要标

准为：

1

、基本康复训练。 听力、言语、智力、肢体

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补助标准为

15000

元

/

人

/

年。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

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

残疾儿童以及其他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等

康复救助重点保障对象， 享受

6

岁以内接受基

本康复训练不限年限的全程救助。 除以上康复

救助重点保障对象外的残疾儿童， 享受两年的

基本康复训练救助。

2

、辅助器具适配。植入人工

耳蜗产品（ 单耳）每人补助标准为

60000

元、适

配助听器（ 双耳）每人补助标准为

6000

元。

3

、重

度以上听力残疾儿童植入人工耳蜗手术每人补

助标准为

12000

元。 以上救助标准为信州区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最低标准， 最低救助标准根据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财政状况和康复服务价格

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

（ 记者 吴卫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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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吗 ？

本报记者 郑欢

听力残疾儿童有何救助政策 ？

增值税发票与普通发票有何区别？

机动车驾驶证到期怎么换证 ？

市民：虽然便捷但怕不安全

“ 现在很多加油站都开通了手机扫

码支付功能， 车主只要在车上用手机扫

码支付油费就行了。 虽然便捷， 但说实

话，我挺担心的，怕万一发生安全事故。 ”

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她比较重视安全，

自己在加油站加油区域从来都是使用现

金支付的。 对于现在各加油站推行手机

支付的做法她很担心安全问题， 想知道

这样做是否真的安全？

采访中，与徐女士一样，不少市民对

于在加油站内使用手机扫码支付油费的

形式表示有些担心。“ 我住得离加油站很

近，整天提心吊胆的。 ”家住福达家园小

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家附近的加油

站只支持加油卡及手机扫码付款。 据他

观察， 使用手机扫码付款的大多数车主

会在车上或直接站在加油机旁操作。“ 我

问过加油员， 加油区域不是禁止使用手

机吗？ 对方告诉我，禁令只是针对使用手

机接打电话，扫码支付不会有危险的，可

我还是有些担心。 ”

“ 我觉得扫码支付油费还挺方便的，

自己平时也会在加油时选择扫码支付，

但有时油箱盖还没盖上， 甚至油枪还滴

着油，加油员就拿出二维码让我扫，让人

有点提心吊胆。 ”市民秦先生说，“ 为了确

保安全， 我建议相关部门设置专门的手

机付款办公区， 或者像其他城市的一些

加油站，在便利店内付款，让人更放心。 ”

走访：加油站均可扫码支付

那么， 在饶城的加油站用手机扫码

支付现象普遍吗？ 具体操作是怎样的？

8

月

27

日，记者对饶城部分加油站进行了

走访调查。

在位于紫阳大道的中石化江西上饶

石油分公司第十加油站，记者看到，该站

有自助加油及现金加油两种方式，其中，

现金加油是由两三名加油员在不同的加

油机前进行操作。 在现场，记者观察了近

半个小时， 发现每位加油员的脖子上都

挂着标牌，上面印着收款二维码。 市民可

在加油的任何阶段进行扫码支付。“ 现在

使用加油卡或手机扫码支付的人比较

多。 ”其中一名加油员告诉记者，加油站

加油区域禁止使用手机通话， 但是用手

机扫码支付油费是允许的。

随后， 记者又先后走访了中石化江

西上饶石油分公司第三加油站、 金龙加

油站等地， 发现各站都贴有禁止使用移

动通讯设备的标志， 但同时均具备手机

扫码支付功能， 市民可在加油区域内使

用手机扫码支付加油费用。 在位于三清

山大道的金龙加油站， 工作人员表示可

以手机扫码支付油费。 在具体支付方法

上，该工作人员表示，可用手机扫描加油

机上的二维码， 也可以拿着他们印好的

二维码在车内扫描。

部门：或将叫停加油区扫码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不少市民表

示，比起现金支付，手机支付不仅快速而

且省去了找零的麻烦，因此非常受欢迎。

那么， 在加油区域内使用手机扫码支付

会不会存在安全除患？ 记者为此分别联

系到了市应急管理局及中石化江西上饶

石油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据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科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加油站禁止使用手机这一规定源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开 始 实 行 的

《

AQ3010-2007

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

其中第九点第二条中规定，在易燃易爆区

域内，严禁使用手机，且加油站属于需防

爆场所，所以在加油站使用手机打电话是

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手机属于一种无线

电通讯工具，而当无线电发射机发射出射

频电磁辐射时，便能使接受无线电的天线

产生射频电流。 如果射频电流功率大到一

定程度，会产生电火花，引发意外事故的

发生。 ”该负责人说，但相对来说，使用手

机扫码支付产生的射频电流较小，因此相

对安全。“ 最近我关注到有的地方已经叫

停了在加油站加油区域内使用手机扫码

支付的形式，如收到相关文件通知或有必

要，我们也会要求辖区内所有加油站停止

在加油区域内使用手机支付油费。 ”

“ 我们已经让公司所有加油站选择在

加油站便利店内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远离

油枪。 ”采访中，中石化江西上饶石油分公

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如加油员出现违规

现象，他们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近日，饶城市民陈女士向记者反映称，自己在加油站给车加

油时， 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用手机扫码支付。 但在她印象

中，加油站内禁止使用手机是明文规定，也是安全常识。 因此她

想了解，在加油区域内用手机扫码支付，会有安全隐患吗？

陈女士所述现象普遍吗？市民对此有何想法？相关职能部门

又有何说法？ 近日，记者对此在饶城进行了走访调查。

车主使用手机扫码支付油费

市民反映

近日，饶城市民李女士致电本报新闻热线称，马皇

庙巷道路狭窄，来往车辆较多，时常造成拥堵，相关部

门能否考虑将该巷道设置成单行道，缓解拥堵现状。

记者跑腿

8

月

29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来到马皇庙巷。 该巷

位于五三大道与灵山路间，来往车流、人流量较大。 据

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 巷子周边居民区较多，且

附近还有商场、幼儿园，每当上下学、节假日等时段，

巷子时常发生拥堵。“ 巷子只有几米宽，如果灵山路

至五三大道的车辆与五三大道至灵山路或金龙岗路

地保附近的车辆相遇， 其中一辆车必须向边上空位

让道，若无空位可让时，只能有一方退车让行。 ”该居

民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将马皇庙巷改成单行道以缓

解这里的交通压力。

“ 你往边上靠点， 先让对向的车通过， 不然大家

都堵在这了。” 在该巷采访时， 记者听到一名男子大

声喊着， 循声望去， 只见两辆对向行驶的车辆在巷

子里交会 ， 导致拥堵 ， 该名男子正在疏导交通 。

“ 这里大概就三米宽， 非常狭窄， 南北车辆根本无法

同时通过， 希望有关部门将这里改成单行道， 缓解

一下马皇庙巷道路拥挤的问题。” 见记者在采访， 该

男子说道。

帮办结果

当天下午，带着市民的诉求，记者联系到了市交警

支队直属一大队秩序科一名工作人员。据其介绍，需对

马皇庙巷的道路特点和周边道路的整体布局情况进行

实地调研后再做决定，“ 如相关道路条件成熟， 可考虑

将其设置为单行道。 ”

市民反映

“背街小巷提升改造，是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

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我想知道，正在进行改造

的大井头巷何时完工？ ”近日，家住饶城大井头巷

的居民苏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咨询该巷改造

的具体内容及完工时间。

记者跑腿

8

月

28

日下午，记者在大井头巷提升改造施

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改造内容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进行雨污分离排水及铺

设燃气管道、管线下地、巷道地面等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二是巷道墙面、门楼等美化提升工程。 我们

正抓紧时间，争取保质保量早日完工。 ”现场一名

施工人员对记者介绍道。

“ 这条巷子是居民每天出行都要经过的，原来

巷道路面破损严重，下雨天容易积水，各种在‘ 空

中’的电缆线很乱。听说改造后这些问题都将得到

改善，真是太好了。”提到正在进行的改造项目，家

住大井头巷的居民张老太高兴地说。同时，居民汪

先生向记者表示，施工期间，给周边居民的出行带

来了不便， 但是大家都非常理解，“ 不知改造何时

能结束，希望尽快完工，早日见到旧貌换新颜的大

井头巷。 ”

帮办结果

那么，大井头巷何时能改造好？记者就此联系

到了信州区城管局。“ 背街小巷就像城市道路中的

‘ 毛细血管’，连着千家万户。 为此，大井头巷改造

前， 我们专门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测

量，科学制定相关改造措施，希望通过此次改造提

升，给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该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因大井头巷周边居民区、餐饮店等较

多，管线的铺设等情况较为复杂，预计九月中下旬

改造才能全面完工。

改造中的大井头巷

市民希望将马皇庙巷设成单行道

市民程先生： 我想咨询一下， 驾驶证到期

了，该怎么换证？

市交警支队：根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第五十六条：机动车

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六年有效期内， 每个

记分周期均未记满

12

分的，换发十年有效期的

机动车驾驶证； 在机动车驾驶证的十年有效期

内，每个记分周期均未记满

12

分的，换发长期

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另据规定第五十七条：机

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九

十日内， 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

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申请时应当填写申

请表，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机动车驾驶

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驾驶证；（ 三）县级或

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

的证明。

（ 记者 吴卫民 整理）

市民祝女士：我想了解一下，增值税专用发

票与普通发票有何区别？

市税务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

票， 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

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两者

主要还有以下区别：

1

、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

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

用，小规模纳税人需要使用的，只能经税务机关

批准后由当地的税务机关代开； 普通发票则可

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

税人领购使用。

2

、税款是否允许抵扣。增值税专

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 而且还

可以用作购买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扣除增值

税的凭证，因此不仅具有商事凭证的作用，而且

具备完税凭证的作用。 而增值税普通发票除税

法规定的经营项目外都不能抵扣进项税。

（ 记者 吴卫民 整理）

公积金贷款需具备什么条件 ？

市民肖女士： 我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房，请问贷款需具备什么条件？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借款申请人连续

足额缴存

6

个月，借款申请人（ 共同借款人）在

过去

6

个月内未提取过住房公积金且缴存账户

当前处于正常缴存状态， 未负有住房公积金贷

款债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职工，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均可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 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应当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

1

、借款人应具有有效身份证件、居留

证明、婚姻状况证明。

2

、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信用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

、购买住房

的，须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购买住房的合同或协

议；建造、翻建住房的，须具有不动产等部门批准

的文件；大修自有住房的，须具有不动产等部门

批准的文件。

4

、购买自住住房的，支付不低于所

购住房全部价款

30%

的首付款；建造、翻建、大修

自有住房的，能够支付建造、翻建、大修所需费用

30%

自筹资金。

5

、同意按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和贷款银行认可的担保方式进行担保。

6

、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者贷款银行规定的其他条

件。 公积金贷款支持购买本市首套自住住房或

者第二套改善型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 住

房公积金中心不得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

缴存职工家庭发放公积金贷款。

（ 记者 吴卫民 整理）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