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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跟公共设施 “过不去 ”

本报记者 郑欢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提取公积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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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何先生：我想了解一下，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可提取公积金吗？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

月

22

日起，

信州区、广信区、广丰区、上饶经济开发区、三清

山风景名胜区、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等地区可

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相关事宜。

提取条件为：（ 一） 提取申请人为加装电梯的既

有住宅权利人及其配偶。 （ 二）未负有住房公积

金债务。（ 三）未有因骗提骗贷等严重失信行为，

被纳入住房公积金黑名单的。提取时限为：提取

申请人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审批之日起一年之内可申请提取。 提取申请人

及其配偶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其扣除财政资金奖

励补助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后实际分摊出资的

电梯购置费、工程建设施工费用，且个人住房公

积金缴存账户余额至少保留

100

元。

（ 记者 郑欢 整理）

社 保 缴 费 中 断 后 如 何 补 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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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先生： 我原本是玉山县供销社的一

名职工，单位改制以后，一直下岗在家。 期间自

己缴过一段时间社保， 因个人原因，

2005

年中

断了社保缴费。眼看着马上到退休年龄了，我想

补缴相关社保费用，请问相关政策是怎样的？

玉山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根据《 江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贯彻落实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的通知》 等文

件通知，对于中断缴费的，按照历年全省在职职

工工资基数的

60%

作为最低缴费基数来补缴，

只加收利息，不加收滞纳金。 另外，如李先生属

就业困难人员，可至劳动部门申请社保补贴。

（ 记者 郑欢 整理）

农村居民如何申请办理建房手续？

������

市民徐女士：我想了解一下，农村居民如何

申请办理建房手续？

市自然资源局： 农村居民住房建设应当依

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审批手续如下：（ 一）建房申请人向所在

地村民委员会提交申请。 经村民委员会审查符

合建房条件的，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张榜公示。公

示期满无异议的， 经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后报

乡镇人民政府；（ 二）乡镇人民政府接受申请后，

组织现场踏勘，出具审核意见；（ 三）乡镇人民政

府审核同意后， 将申请材料报县级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由县级人民政府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并抄告

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四）

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依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将申请材料报县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审核。申请占用集体建设用地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核发建设用地批准文件。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 破坏公共设施令人气愤

“ 真的不理解一些人的行为， 好端端的公共设施，

为什么要去破坏呢？ ” 占女士告诉记者，“ 我住在中山

路，平时如果不超过

20

分钟的车程，我都会骑公共自

行车前往，很方便也健康环保。 但好几次我发现一些公

共自行车站点的二维码遭到了破坏， 还有的自行车坐

垫被划破、车身受损，根本没法骑。 ”占女士表示，公共

设施带给我们便利，我们应该去爱护它，而不是对它下

“ 黑手”。

采访中 ，不少市民与占女士一样 ，对破坏公共设

施的行为表示谴责 。“

6

月初 ，我在万力时代商场附

近的一个公厕如厕 ， 结果发现水池的水龙头被人破

坏了，无法出水。 ”家住饶城滨江路的苏女士对记者

说，“ 这些破坏公共设施的人实在不应该 ， 相关部门

应予以惩罚。 ”

“ 我经常看到路边的垃圾桶被人为破坏了，有的桶

盖分离，有的内胆被人拆分出来。 当前我们正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垃圾桶这番模样，真是让人心疼又气愤。 ”

市民陈先生表示， 故意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不仅给居

民生活带来不便，也是对城市文明形象的破坏，爱护公

共设施是每个市民的责任和义务。

走访：不少公共设施遭到破坏

近日 ， 记者对市民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走访 。

15

日，在丰溪路一处公共自行车站点，记者看到，两个小

女孩边聊天边坐在锁着的自行车上空蹬，使得自行车

架不停地晃动。 记者随即上前制止，其中一名小女孩

说：“ 我们只是玩玩，并不是有意毁坏公共自行车。”随

后，在中山路、凤凰大道等路段，记者发现 ，不少公共

自行车均遭到了破坏。有的车桩上的二维码被人为撕

毁或损毁，有的车桩被撞倒在地，还有的坐垫被划破、

车身受损严重。

“ 有的设施刚刚维修、更换过，仅仅几天时间又遭

到人为的破坏，我们感到很痛心、很气愤、也很无奈。 ”

在滨江路一座公厕， 记者看到该洗手池一处水龙头缺

失，其管理员对记者说，这个水龙头昨天被人破坏了，

他们正准备进行更换，“ 部分前来上厕所的人实在不文

明，太不应该了，希望人人都能善待公共设施。 ”接着，

记者在市中心广场、十小、马皇庙巷等处公厕看到，几

乎都有被损坏的设施，如水龙头、烘手机、隔板等。

16

日，记者还在饶城部分小区、公园进行了走访，

发现一些公共健身器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在月

泉花城小区，记者看到，该小区南门附近的活动广场边

放置了数个健身器材供居民们使用， 但有的器材遭人

为破坏，“ 断胳膊少腿”，不但影响美观，也给居民的健

身带来了安全隐患。

部门：呼吁市民善待公共设施

“ 我们共投放了

3500

辆公共自行车， 设置了

140

个站点。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借还车，我们每天派巡检员

对公共自行车进行维护，在这过程中，经常发现不文明

的现象。 比如说车坐垫被人用小刀刮破、恶意撕毁二维

码， 以及把车子当健身器材， 坐在锁着的自行车上空

蹬，更有甚者还往桩位里面塞石头、树叶，造成市民不

能正常借还车。 ”市公共自行车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希望大家要像爱护自己的自行车一样爱护公共自

行车， 如发现破坏公共自行车的行为， 请致电

400

—

0558

—

255

进行举报。

“ 由于公厕免费开放，监管难度较大，公厕内水龙

头、灭蚊灯、电风扇、绿植、洗手液等经常被盗或遭人

破坏。 据统计，从今年

2

月份至今 ，灭蚊灯被偷或损

坏

16

台 、风扇

10

台 ，烘手机

18

台 ，水龙头和其它杂

件被人为损坏

45

起 。 设施维护费用大大增加 ，同时

也给市民如厕和管理部门带来极大的不便。 ”市环卫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为管理好公厕 ， 我们出台

了不少措施和办法 ， 比如推行公厕标准化作业扫 、

刷 、冲 、擦 、消杀 、拖干‘ 六步作业法 ’，保障公厕无污

染、无蚊蝇、无臭味、无乱堆放。 每天安排专人巡查 ，

发现损坏设施及时维修更换 ，但‘ 前修后毁 ’现象时

有发生。 ”该负责人表示 ，他们在继续加大管理力度

的同时，呼吁市民讲文明、讲公德，善待公共设施。 如

果发现有盗窃或恶意破坏公厕设施的行为， 请主动进

行制止、报警或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采访中， 市民王女士表示：“ 当公共设施遭到破坏

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到，我们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

应该及时站出来制止这种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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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坐垫被划破、公厕水龙头遭破坏、公共健身

器材‘缺胳膊少腿’……”近日，饶城市民占女士致电本报新闻

热线称，她经常发现，一些城市公共设施遭到破坏，这不仅不

文明，还给市民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善待爱护公共设施，为

城市文明加分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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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马线一端竟然连着绿化带，这样的马

路怎么通行？ ”

6

月

18

日上午，市民蔡女士致

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称，饶城凤凰大道市规划

局通往绿景家园附近路段有一条斑马线，另一

端尽头是绿化带，不少人过了斑马线后，只能

选择穿过绿化带通行，很不方便，且存在安全

隐患。

随后，记者在现场看到，市规划局路口人

行横道通往绿景家园小区处，确实存在绿化带

阻隔。 只见许多市民从规划局路口过斑马线

后，先要穿过绿化带，然后再行至人行道，甚至

有的人沿绿化带边缘的机动车道走十余米后，

再转向人行道。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该路段车

流量较大，如果行人稍不注意，很容易发生交

通意外。“ 这种情况持续好久了，一直没有人处

理，出行确实很不方便。 ”附近居民张先生介

绍，由于这条斑马线的一端就是小区，在早晚

高峰人流量挺大的，当初设置这条斑马线估计

也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但相关细节工作却没

有做好，“ 希望有关部门想想办法调整一下，让

市民出行更便利、安全。 ”

随后，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市交警支队

直属一大队。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交警部门

高度重视路口行人过街问题。 此前已多次联

合市园林部门对该路段进行实地调研 ，并提

出整改建议；一是对路口两边绿化带植物进

行修剪， 以免遮挡车辆和行人通行视线 ；二

是在绿景家园小区处绿化带设置缺口 ，保障

行人过街安全。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督促有

关部门对该路口隐患问题进行整改，保障路

口安全畅通。

随 手 拍

随意晾晒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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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饶城市民汪先生向本报反映称，他途经佳苑路时，

看到有人将衣物晾晒在人行道上。 记者随即与城管部门取得

了联系。 一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派人赶到了现场，并及时

将随意晾晒的衣物清理完毕。 “不文明晾晒，不仅影响了行人

通行，还有碍市容市貌，实在不应该。 ”汪先生表示。

记者 郑欢 摄

公厕水龙头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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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饶城市民潘先生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咨询 ， 市中心广场地下通道

的自动扶梯为何停用 ？ 何时能重新启

用 ？

6

月

17

日下午 ， 记者来到市中心

广场地下通道 ， 只见该通道共配有三

部自动扶梯 ，但都未启用 ，来往的行人

只能走楼梯进出 。“

10

多年前 ，这里的

扶梯曾启用过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长

期处于停用状态 。 ”在现场 ，市民顾先

生告诉记者 ， 配备自动扶梯本身就是

为了方便路人 ，特别是老人 、孩子和行

动不便者 ， 可如今却因为不使用成了

“ 摆设 ”， 在一定程度上给群众造成了

不便 。 同时 ，还会给外地游客留下不好

的印象 。 顾先生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能

早日将此处的自动扶梯启用起来 。

采访中 ，不少市民有着与顾先生同

样的期盼 。 市民林女士说 ，她在电脑城

上班。 因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入通道，但

停用的自动扶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不

便。“ 有时候手里拿了很多较重的东西，

爬楼梯走得气喘吁吁 ， 当时就在想 ，要

是扶梯启用就好了。 ”林女士表示，她非

常希望扶梯能恢复运行。

随后 ，记者就此联系到了市环卫处

建管科的相关工作人员 。 据对方介绍 ，

约

2008

年 ， 市中心广场地下通道的自

动扶梯开始启用 ，但因雨天 、年久失修

等种种原因 ，导致扶梯出现故障 ，只好

将其停用。去年，市中心广场升级改造，

该扶梯也列入了改造范围内 ，目前新的

扶梯已安装到位 。 但因其属特种设备 ，

相关部门要求配备相关操作员 ，才能通

过验收 ，“ 目前我们没有此专业的操作

员，所以只能安排人员去参加相关培训

及考试 ，待通过后 ，通道的扶梯即可启

用。 ”

自动扶梯未启用

？

斑马线连着绿化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