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行大车太多 市民建议龙潭桥限高

本报记者 郑欢

市城东医院何时建成？ 预计 2021 年

本报记者 郑欢

“前段时间，我看新闻上说南昌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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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开放体育场地，我家附近有所高中，可是学校课余时总是大门紧

闭不让进。 作为足球爱好者，看着空荡荡的操场，觉得有些可惜。 ”近

日，家住饶城茶圣路的姜先生告诉记者，如果学生不上课时，学校的

体育场地能对外开放就好了。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希望学校的体育场地能向大家开放。 那

么，目前饶城学校体育场地开放情况到底如何？ 学校体育场不对外开

放的原因又是什么？ 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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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期盼学校体育场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郑欢

生 育 保 险 如 何 报 销 ？

市民：期盼学校体育场对外开放

“ 去健身房跑，室内空气闷热；公园

内人气太旺；在马路上跑，怕不安全。 ”提

及体育场地， 喜欢夜跑的市民许女士告

诉记者，她家住带湖路，有时去哪跑步的

确令她头疼，“ 我家附近有几所中小学，

课余时体育场地闲置着。 我每次想要进

去跑步，都遭到了拒绝。 ”许女士表示，据

她了解，日前，南昌、济南、厦门等地都向

社会免费开放了学校体育场地， 希望饶

城各校在保证校园安全的前提下， 也能

向公众开放。

“ 我身边有一帮朋友，都挺喜欢踢球

的。 平时有时间大家一起踢踢玩玩，但说

真的，踢球的场地很难找。 ”市民占先生

向记者介绍，一般他们会去奥体中心，但

那里人气较旺，常常踢不了，“ 不明白，为

什么市区各中小学校在课余时不开放闲

置着的体育场地？ ”

“ 我们只是想课余时间在家附近的

学校体育场锻炼一下，为什么这么难？ ”

采访中，不少市民有着同样的感受，大家

都希望饶城各学校在课余时开放体育场

地。 市民陈先生说，之前他看新闻上说，

南昌市符合条件学校都已向社会免费开

放体育场地，“ 具体开放时段、 时长由各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公示。 我觉得这

种形式特别好，说到底，还是需要学校及

相关部门社会责任心更强些。 ”

校方：不开放主要顾虑安全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在去学校体育

场锻炼的过程中，不少市民都有过吃“ 闭

门羹”的经历。 那么，目前饶城学校体育

场地开放情况到底如何？ 近日，经记者走

访， 发现饶城大中专院校的体育场地大

多对外开放，到校健身的市民也很多，但

中小学的基本不对外开放。

9

月

18

日上午，在上饶师范学院，记

者看到，不少人在学校篮球场、田径场、

足球场等地运动，他们中有的是学生、有

的是周边居民， 甚至还有特意驱车而来

的市民。“ 学校对外开放体育场地，不仅

充分利用了资源 ， 也为市民提供了便

利。 ”正在田径场跑步的弓先生说，他住

在五三大道，平时酷爱跑步，但是去哪儿

跑一直让他很苦恼，“ 路跑不安全， 健身

房空气闷，价格也较贵，家附近有几所中

小学，虽然课余时体育场地闲置，但不对

外开放，所以只能开车来这里跑。 ”该校

门卫告诉记者， 每天来学校运动的人较

多，尤其是节假日。

随后， 记者又先后来到市一中 、饶

中、一小等校，当提出课余时想要到学校

体育场锻炼身体时，均遭到了拒绝。“ 到

了傍晚， 确实有很多周边居民想到学校

的操场健身，但学生都要上晚自习，所以

为了学生安全考虑， 我们学校不向社会

开放。 ”市一中综治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 一旦对外开放， 如果出现了意外事故，

谁来负责？ ”采访中，不少中小学校都表

示，考虑到学生安全等因素，目前不对社

会开放。 当天，记者注意到，课余时各中

小学的体育场上空无一人， 所有的体育

设施都闲置着。

部门：积极推动学校体育场开放

18

日下午， 记者就此先后来到了市

教育局、市体育局。 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目前，面向社会开放的学

校体育场地及设施的学校不多， 其影响

因素主要是安全隐患、设施维护等。“ 开

放学校的体育场地后，使用的人多了，场

地和设施的破损速度也会加快， 同时产

生的维修和更换费用， 将成为学校的负

担。 此外，如果出现意外事故，谁来负责，

责任如何划分？ ”该工作人员说，如何安

全有序地向社会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

他们会与体育局等相关部门及各学校共

同商议，积极推动向公众开放。

市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关

于此事，他们曾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安

全因素目前是中小学体育场未对外开放

的主要原因。“ 其实，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学

校体育场地， 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

是一个趋势。 ”该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他

们会积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争取各

方面的支持，进一步加快学校体育场地及

设施对社会公众的开放进程。

市民盼学校体育场能对公众开放

市民刘女士：之前听朋友说，火车坐过站可

以免费返回，我想了解一下，这是真的吗？

南昌铁路局上饶车务段：根据《 铁路旅客运

输办理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旅客因误售、误

购、误乘或坐过了站需送回时，列车长应编制客

运记录交前方停车站。 车站应在车票背面注明

“ 误乘”并加盖站名戳，指定最近列车免费返回。

在免费送回区间，旅客不得自行中途下车。如中

途下车，对往返乘车的免费区间，按返程所乘列

车等级分别核收往返区间的票价， 核收一次手

续费。 因此，乘客如遇此情况，可向列车长说明

情况后由其开具客运记录， 并将客运记录交给

前方站，由车站安排最近列车免费返回，不用出

站，也不用重新补票。 此外，已经进站了仍没赶

上火车，旅客可改签当日其他列车，但只能在票

面发站办理，且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能退。如果

当日没有其他列车， 或者当日其他列车没有余

票，就不能办理改签了。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蔡先生：前段时间，我购买了一套新房，

该住房已具备管道燃气通气条件。 我想了解一

下，我想开通管道燃气，开户时需携带哪些材料？

上饶大通燃气公司： 凡需要安装管道燃气

的小区用户，开户时必须带上以下材料：

1

、开户

人身份证；

2

、购房协议或房产证。 另外，如需安

装燃气热水器，应提出安装申请，并缴纳

180

元

安装材料费（ 超过

3

米材料另计） 。 若用户在外

已购买了燃器具， 须向销售商索要燃器具的生

产许可证、 合格证等证件。 居民用户办完手续

后，七个工作日之内安装并通气点火（ 不含周六

周日）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邹先生： 我想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证，请问有何限制条件？

市交警支队： 取得大型客货车、牵引车、中

型客车和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大部分驾驶

营运车辆，交通安全责任重大，因此规定了更为

严格的限制条件。 一是对发生死亡交通事故负

同等以上责任的或者有醉酒驾驶记录的， 终身

不得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 二是对被处以

吊销或者撤销驾驶证记录的，

10

年内不得申请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三是对有记满

12

分记录

的，

5

年内不得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

3

年内不

得申请牵引车、中型客车驾驶证。 被吊销、撤销

驾驶证的情形包括醉酒驾车、超速

50%

以上、驾

驶拼装车或者报废车上路行驶、以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得驾驶证的严重违法行为， 均属

主观故意行为， 会对当事人再次申请驾驶证特

别是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时采取更加严格的限

制措施。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黄先生： 我妻子即将生产， 想咨询一

下，生育保险如何报销？怀孕期间产生的产检费

用可以报销吗？

市社保局：因怀孕生育而花费的产检费、接

生费、手术费、住院费、药费等都可以通过生育

保险进行报销，但支付方式不同。 一：针对怀孕

期间的产检费，生育保险基金采取限额支付。每

次产检费报销限制标准从

330

元至

1400

元不

等。 产检费在限额内的，按实际支出报销；产检

费超过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报销。 二、针对

住院分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住院费用、药费

等，生育保险基金采取定额支付。以三级医院为

例：（

1

）产妇自然分娩，可以定额报销

3000

元；

（

2

）人工干预分娩，可以定额报销

3300

元；（

3

）

如果产妇采取剖宫产手术，可以定额报销

4400

元；（

4

）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情况，每增加

一胎，定额支付的标准在原有基础上上调

10%

。

三、按项目报销。针对住院分娩过程中出现严重

并发症， 因此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住院的医事

服务费，生育保险基金予以全额报销。

（记者 郑欢 整理）

申请大客驾驶证有何限制条件？

如何办理管道燃气开通手续 ？

火车坐过站可以免费返回吗 ？

市民反映

近日，家住饶城东都花园小区的居民邱先生

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咨询，市城东医院何时建成？

记者跑腿

“ 我家中有老人也有孩子， 他们一些头疼

脑热的小毛病可以在社区医院解决，病情稍微

复杂一点，我总是要带着他们跑大医院。 大医

院就诊的人很多， 路上用时加上排队候诊时

间，就算顺利也得花上半天时间。 我想了解一

下， 市城东医院什么时候能建成投入使用，让

我们的就医之路能够近点？ ”邱先生问道。

采访中，不少家住城东片区的市民与邱先

生有着同样的感受。“ 城东片区目前还没有大

型综合性医院，我们看病基本上需要乘坐公交

车或骑电动车，前往市人民医院或者市区其他

医院，路上要花不少时间，很不方便。 ”家住饶

城中航城小区的潘先生说，随着城市的不断发

展，如今位于城东片区的居民住宅小区越来越

多， 居民对大型综合性医院的需求也不断增

加， 听说凤凰大道南侧即将建设城东医院，大

家都很高兴，希望该医院能早日建成。

帮办结果

“ 市城东医院项目位于凤凰大道南侧、 陶侃

路西侧、郭门大道北侧、信州大道东侧，规划用地

面积

176.7

亩，建设内容包括门诊医技楼、住院

部、教学科研楼、地下车库、室外景观工程等，规

划床位

1500

个。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

项目按

1000

张床位规模及配套设施建设， 二期

项目按

500

张床位规模及配套设施建设。 ”据负

责该项目的市城投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该项目预计

2021

年完成主体工程。

市民反映

“龙潭大桥每天有很多重载大货车途经， 有时骑

电动车途经时，还能感受到桥在震动。 因此想要了解

一下，相关部门能否在大桥两端设置限高杆，限制重

载货车通行？”近日，家住饶城槠溪北路的居民徐先生

向记者表示，这样既能保障行人、车辆安全，还能起到

保护桥梁、桥面等作用。

记者跑腿

“ 大桥上如果经常有重载货车通行， 桥面道路很

容易被损坏。 另外，桥面道路不宽，但大货车的车身都

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采访中，

徐先生告诉记者，为此，住在周边的居民都希望相关部

门能在大桥两端设置限高杆，对大桥起到保护作用。

9

月

17

日上午，记者来到龙潭大桥上看到，该桥

为双向两车道，不少大货车、水泥罐车等车辆从桥上经

过。 在现场，记者还注意到，部分大货车甚至将运送的

砂石洒落在桥面上。 对此，不少住在周边的居民担心，

长此以往，这些大车会给桥面带来一定的损坏，影响大

桥使用寿命。“ 尤其是每天早晚，很多大货车经过龙潭

大桥。希望相关部门在桥两端设置限高杆，限制重载货

车通行，保护大桥的同时，还能让我们出行更放心。 ”

帮办结果

随后，带着市民的诉求，记者联系到了信州区城

管局。 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会安排人员对桥面遗

洒问题进行清理，并联系交警等相关部门对安装限高

杆一事进行现场调研论证。

市城东医院效果图

每天有很多大货车通过龙潭大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