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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灵溪镇淤里村

村民周女士向本报新闻热线咨询称， 相关部门

能否增加或者延伸公交线路到他们那里， 方便

大家出行。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灵溪镇淤里村位于五

三东大道华熙

LIVE

公园、灵溪大桥附近。

5

月

13

日上午，记者来到淤里村。“ 离我们最近的公

交站在站前大道原东方医院附近， 相距好几公

里，我们平时如果要去市区，基本是乘坐沙溪至

市区的客运班线，价格不划算，且有些难等。”周

女士告诉记者说， 他们非常期盼公交线路能延

伸到淤里村，让大家出行更便利。 采访中，记者

发现， 与该周女士有着同样想法的村民还有不

少。他们均向记者表示，村里有不少人在市区务

工，每天往返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切实考

虑到村民的出行，填补该区域的公交空白。

随后 ，带着村民的期盼 ，记者联系了市

公交集团 。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 江

西省道路运输条例》 和《 上饶市城市总体规

划》 ， 城市公交原则上是在市中心城区规划

范围内且具备公交通行条件的城市道路上

运行 。“ 灵溪镇淤里村所属地理位置超出了

上饶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 ，且通往该村庄的

必经之路并非城市道路 ，因此 ，城市公交暂

时无法解决该村庄老百姓的出行需求 。 ”该

工作人员表示 ，随着今后交通道路的逐步发

展 ，他们会适时将公交线路延伸 ，方便村民

的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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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形可直接启用维修基金 ？

邻里守望温暖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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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居住从文明停车做起

米兰春天小区居民 叶翔凌

用优质服务促进和谐邻里关系

上饶友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怡

垃圾分类让小区环境更好

上饶市第三幼儿园学生 石煊溢

文明居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信州区北门街道办凤凰社区党委书记 潘兰仙

人行道地砖大面积破损 市民盼修复

本报记者 郑欢

文明晾晒让小区更美丽

原广信区水泥厂退休工人 李秀英

儿 童 是 否 必 须 接 种 甲 肝 疫 苗 ？

为 什 么 最 近 我 家 水 压 变 小 了 ？

随 手 拍

横穿绿化带过马路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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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开车经过，都要放慢车速，就怕有人突然跑出

来。”近日，饶城市民张先生向本报反映称，赣东北大道市中

心广场公交站台附近， 常有行人为图方便横穿绿化带过马

路，与机动车抢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月

11

日上午，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确有不少行人横穿绿化带过街，而距此

不远处便设有人行横道。 记者 郑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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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陈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哪些情形下

小区可以直接启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市住建局：小区发生下列紧急情况，可以采

取应急维修并直接启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

（ 一）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或者严重影响业主

日常生活，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其他有资

质的电梯专业检测机构或者电梯制造单位出具

安全评估意见认定或者整改通知书的；（ 二）消

防系统中涉及的设施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发

生故障， 经消防救援机构出具整改通知书的；

（ 三）房屋发生严重沉降、倾斜、开裂，严重危及

房屋安全， 经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出具证明

的；（ 四）房屋外墙存在脱落、剥落等安全隐患，

经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核实并认定的；（ 五）

屋顶、屋面、外墙面发生渗漏，或者地下室发生

积水，严重影响房屋正常使用和安全，经有资质

的专业检测机构核实并认定的；（ 六）二次供水、

排水、排污系统中涉及的设施设备发生故障，影

响使用，经专业机构核实并认定的，但由专业经

营单位负责维修、养护的除外；（ 七）其他危及房

屋安全、 人身财产安全以及严重影响业主日常

生活的紧急情况，经专业机构核实并认定的。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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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女士 ：我想了解一下 ，儿童是否必

须接种甲肝疫苗？ 另外，两种疫苗是否可以同

时接种？

市疾控中心： 甲肝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

划，

≥18

月龄儿童需按照免疫程序免费接种甲

肝疫苗。如需同时接种两种疫苗，应在不同部位

接种，并严格按照免疫程序要求进行接种。两种

注射减毒活疫苗如未同时接种， 应间隔

≥4

周

再接种。 同时，在此提醒：部分儿童在接种疫苗

后会出现一些反应，如低热、局部红肿，同时可

能伴有全身不适，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症

状。上述症状一般持续

1

至

2

天即可消失，不需

要任何处理。儿童接种疫苗后出现上述反应，应

该适当休息，多喝开水，注意保暖，防止继发其

他疾病。 如果发生严重反应者，应及时就医。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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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汪先生 ： 我是广丰区芦林街道西坛

社区居民。 最近我家水压变小了，甚至常常没

水用。 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以及何时能恢复

正常？

广丰区芦林街道办事处： 西坛片区因地势

偏高，又处在自来水供水主管的末梢。随着城区

自来水用户的不断增加、用水量的不断增大，市

政供水压力达不到此处供水需要， 致使该区域

出现水压偏低甚至无水现象。前段时间，自来水

公司已经启动月兔大道管网施工项目， 改造完

成后将进行加压供水， 计划于今年

6

月份前完

成，届时可解决西坛、林科所等水压偏低问题。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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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平整的人行道看上去很美观 ，可是现在

却出现了大面积的破损， 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其及

时修复。 ”近日，饶城市民陈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

线反映称， 位于庆丰路中东凯旋门小区附近商铺

门前的人行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碎裂、松动。看上

去既有碍市容市貌，给附近行人带来诸多不便，同

时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根据陈先生的反映 ，

5

月

12

日中午 ， 记者来

到了中东凯旋门小区进行查看。 在现场， 记者看

到， 该小区附近商铺门前的人行道地砖确实出现

了大面积的破损，且破损程度较为严重，行人途经

此处大多选择绕道。附近居民缪女士告诉记者，地

砖出现破损的原因可能与长期遭机动车碾压有

关。“ 人行道上设有停车位，每天有不少车辆来往，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砖的破损。 ”缪女士说，希

望有关部门及时修复破损的人行道， 让市民出行

更安全。

当天下午， 记者将市民的诉求反映给了市市

政工程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将立

即派人前往现场查看，如情况属实，将尽快对破损

人行道进行修复。

人行道大面积破损

村民希望公交线路能延伸至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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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2012

年开始参加志愿服

务 ，经常和同伴们上门 ，与失独 、空

巢 、残疾 、贫困老人聊聊天 ，并会捐

赠些物资 。 建新社区有一位空巢老

人 ，今年

74

岁 ，双眼失明 ，生活无法

完全自理。 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经常去陪她聊天 ，帮她打扫卫生 、做

饭 。 老人非常高兴 、感激 ，把我们当

作亲人一般。 后来，在我们的带动和

影响下 ， 老人的一些邻居也加入到

“ 关爱行动 ”中来 ，每天到他家串门

或打个电话 ，看看老人的身体状况 ，

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说实话，这

种邻里守望的温情让我非常感动 ，

也坚定了我继续参加志愿服务的信

念 。 我希望人人都做文明有礼的好

邻居 ，互相谦让 、关爱 ，让我们这座

城市更加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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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虽然小区设立了专门的

停车位， 但一些居民乱停乱放的不文

明行为，还是加剧了小区停车难。记得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 我要急着出门办

事， 可我的车却被另一辆车堵了个严

实，车上也没有联系电话，我的车无法

开出来，最后只好报警处理。随着社会

生活的发展， 城市车辆保有量越来越

大。在小区生活，文明居住应从文明停

车做起。 这除了物业管理部门要加大

治理乱停乱放力度外， 关键还需要居

民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培养良好的文

明停车意识，养成文明停车的习惯。只

有人人做文明停车的宣传者和践行

者，对不文明停车行为说不，小区才会

更加有序、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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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则“ 安”、入则“ 舒”、出则“ 和”，

是小区居民共同的心愿， 也是一名物

业人员的工作方向。自公司成立以来，

我们一直坚持用心服务小区居民，做

到急居民之所急， 想居民之所想。 目

前， 我们公司物业服务范围涵盖了

5

个住宅小区， 张贴禁止高空抛物等文

明标语、引导车辆有序停放、维护小区

环境卫生等均是我

每天要做的事。在我看来，真正为居民

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居住品质、用优质

服务促进和谐邻里关系是物业工作努

力的方向。我将继续秉持这一信念，倡

导居民树立和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

习惯， 多开展邻居节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营造和谐互助的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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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老师在课堂上教了我们

很多有关垃圾分类的内容， 我全部

牢记在心。 回到家，我就拉着妈妈把

家中的垃圾进行了分类。 比如把塑

料瓶放在可回收垃圾桶里， 废电池

放在有害垃圾桶里， 旧衣服放在衣

物回收箱里。 现在感觉适应还比较

难，但是我会坚持做好。 平时在小区

里玩的时候， 我常看

到有的人会把垃圾随

手乱扔， 弄得路面脏脏的， 还有人

“ 无视 ”分类垃圾桶 ，把所有垃圾扔

在一个桶内，我觉得很不文明。 希望

大家都能摒弃这种乱倒垃圾的坏习

惯，做到垃圾分类，让我们共同生活

的小区环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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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遇上好天气 ， 部分小区居

民就会将衣物和一些需要晾晒的蔬

菜 ， 直接放在小区的公共绿地 、栏

杆，甚至公共健身器材上，整洁的小

区变成“ 大晒场”，真是大煞风景。我

认为，维护小区的干净整洁，是我们

每个居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文

明晾晒，既损害了大家的公共利益，

也影响了小 区 形 象 ，

这种陋习需要我们去

改变。当前，我市正在全力创建国家

文明城市，我会以身作则，希望所有

人也能约束自我，不为了一己之便，

把文明“ 晾”一边，同时，相关部门也

应规范晾晒场所， 双管齐下让小区

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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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民服务，不需要什么豪言壮

语，需要的是爱心、耐心和热心。 文

明居住，是我和居民共同的心愿。以

前， 我们辖区的江光小区常见有居

民利用公共绿地种菜、 违章搭建及

在楼道内堆放杂物，“ 双创” 开展以

来， 我们多次前去整治小区环境卫

生秩序，努力营造整洁、优美、有序、

舒适的居住环境。如今，该小区旧貌

换新颜 ， 让不少居民

称赞。 同时，还吸引了

不少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宣

传、倡导文明居住。在我市创建国家

文明城市之际， 我希望人人都说文

明话 、做文明事 ，也希望大家提醒 、

引导有不文明言行的人注意言行 ，

让文明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让文明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