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反映

近日，家住高铁新区上饶一中新校区

附近的吴先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称，

上饶新一中东门门口葛仙山路上有两个

窨井盖坏了几个月，

10

月份有学生摔了一

次，不少家长对此非常担心，希望相关部

门及时对其修复。

记者跑腿

11

月

8

日下午， 记者来到吴先生所

反映路段看到， 上饶一中新校区东门的

葛仙山路上确实有两个窨井盖坏了。 一

个破损的窨井盖上插着一根树枝， 树枝

的一头还套着一个蓝色的布袋子。 另一

个窨井盖旁放着一个禁止泊车的告示

牌。 道路右侧的车辆都尽量靠左侧车道

行驶，从而避开破损的窨井盖。

一些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对记者说 ，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视线不好，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踩到破井盖上摔倒， 甚至可能

会掉到井里发生危险。 住在附近的陈女

士告诉记者，她每天下晚班骑电动

车经过这里都要小心慢行。因为井

盖破损，过往车辆及行人容易发生

事故，她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将此路

段的窨井盖进行修复，保障通行安

全。 采访中，不少周边居民都有着

与陈女士同样的期盼。“ 从

10

月份有学

生摔了一次以后， 有学生家长在井盖上

插上了粗树枝， 在旁边放起了禁止泊车

的告示牌，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理，保障

大家的出行安全。 ” 途经此处的龙先生

说。

帮办结果

随后， 记者将情况向市城投实业有限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 工作人员

表示，将第一时间联系施工单位，要求其对

两处窨井盖进行修复更换。

10

日下午，记

者再次来到新一中东门的葛仙山路看到，

原先破损的窨井盖已经修复完毕。“ 井盖修

好了，大家的出行得到了保障，再也不用担

心孩子会掉到井里了。 ”学生家长钟女士非

常高兴地说道。

市民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窨井盖破损引担忧 记者跑腿城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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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昌都市圈公积金异地贷可“一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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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 ” 又 “ 好 住 ”

饶城老旧小区改造让居民幸福感爆棚

见习记者 朱宇庆 记者 吴卫民

医 保 报 销 费 用 是 怎 么 算 出 来 的 ？

市民齐女士：请问医保报销费用是怎么算

出来的？

市医保局：除了医保目录外，与医保报销

费用相关的概念还有报销比例、起付线和封顶

线。

1.

报销比例：医保保而不包，会设定相应的

比例来进行报销。

2.

起付线：起付线是医保基

金的起付标准。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

生的“ 三个目录”内的医疗费用，要先自己承担

起付线以下的费用，过了起付线费用的部分才

可以按规定、按比例报销。

3.

封顶线：封顶线是

医保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即参保人在一年度

内累计能从医保基金里获得报销的最大限额。

封顶线以外的费用基本医保不能报销，但对于

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来说还有大病保险继

续进行报销；同时参保人可以通过参加补充医

保、商业保险等办法解决。

4.

报销的计算方法：

医保报销费用

=

【（ 甲类药品全部费用

+

乙类药

品扣除自付部分的费用

+

其他符合医保规定的

费用）

-

起付线】

×

报销比例。

5.

特别提醒：各地

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例可能不尽相同，请咨

询本地的医保部门。

（朱宇庆 整理）

房 屋 没 装 修 入 住 物 业 费 怎 么 交 ？

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了解到，

11

月

5

日，大南昌都市

圈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合作在

南昌正式启动。 来自上饶、南昌、

九江 、宜春 、抚州五地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代表现场签署合

作协议 ，从当日起 ，五城职工就

可以办理都市圈内异地贷款业

务，一次办结，不需来回奔波。 大

南昌都市圈内各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确保申请异地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职工与本地住房公

积金贷款职工享有同等权益。

此次合作开通了大南昌都市

圈住房公积金数据互联共享平

台， 实现圈内住房公积金数据全

对接、全共享、全畅通。 业务开通

后， 申办人办理业务只需在购房

地中心直接申请， 无需再到缴存

地中心开具相关收入证明、 未贷

款证明等材料，一个地方、一个柜

台办结所有贷款手续。

同时，在大南昌都市圈范围内

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

（ 含

6

个月）以上的缴存职工，即可

向购房所在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申

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条件以购

房所在地中心贷款政策为准。

住房公积金信息共享平台的

建成打通了大南昌都市圈内住房

公积金业务办理“ 信息壁垒”，简

化了办事材料和流程， 对改善都

市圈内营商环境、 促进人才流动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产生良好

的社会效应；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实现异地业务实时数据信息核

验，降低人工审核风险，有效化解

利用虚假材料骗提骗贷住房公积

金的风险。

“发力”：两年

6.57

亿改造

62

个老旧小区

街老、院老、房老、设施老、生活环境

差是老旧小区的常见问题， 不仅成为小

区居民的一桩“ 心事”，也是文明城市建

设及社区治理的一大“ 心病”。

信州区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制订实施

方案， 于去年下半年开始启动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 信州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

办公室负责人王军政向记者介绍， 这些

老旧小区大部分建设于

2000

年以前，存

在道路坑洼、 围墙老旧、 下水道管网不

畅、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活动空间不足

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们的幸福感。

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开展以来，区住

建局采用实地调研、走访群众、召开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例会等方式，研究确定施工

方案，解决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难题。 区住

建局以丰溪小区、 物资局德兴铜矿小区、

老市委市政府大院小区、钟亭小区、江光

小区、五三小区

6

个小区为样板，并结合

各小区实际情况进一步规范工程管理，加

快项目建设，探索积累经验。 对各小区的

排水、自来水、燃气、强弱电、外墙涂料、防

水、绿化、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实现

了老旧小区品质的提升。

王军政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投入

了

6.57

亿元， 共改造了

62

个老旧小区，

惠及

23600

余户居民。 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计划在

2021

年春节前完工。

“好看”：统一治理飞线、大楼更换新衣

11

月

4

日上午， 记者来到老市委市

政府大院小区，走进大门，记者看到一架

高空作业平台停在小区的大门口， 一名

工人站在平台上对小区内破旧防盗窗进

行拆除。 往里走，在一栋居民楼前，只见

一名工人站在吊篮内粉刷外墙， 给小区

大楼换上一件漂亮的新衣服。

“ 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现在我们小

区变化很大！ 过去走进来乱七八糟、沟沟

坎坎， 电线也是到处乱拉乱放， 非常难

看， 相信经过这次改造， 路一定会更平

坦，房屋也会更漂亮，我们老百姓住得也

更开心了。 等小区改造好后，我还要把自

己家也改造一下， 到时候家里家外都干

净、舒适。 ”住在老市委市政府大院小区

的洪大妈笑着对记者说。

随后， 记者又来到逸夫小学对面的

钟亭小区， 只见好几栋居民楼四围搭起

了脚手架，地上摆放着一桶桶石漆，拆除

破旧防盗窗、粉刷墙面、铺设路面……工

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 我非常关注小区的改造，经常会到

处走走看看。 以前，小区楼道内的电线都

是密密麻麻地吊在头顶上， 居民上下楼

梯非常不方便， 个子高的稍不小心就会

碰到头，不仅难看，而且还有触电危险。

此外，雨水管漏水的问题也非常严重，高

层住户的水管破裂， 水一漏下来就是低

层住户倒霉。 相信通过这次改造，将电线

入地、更换破损的雨水管、摊铺沥青路面

等一系列举措， 我们小区的面貌定会焕

然一新。 ”住在钟亭小区

３

栋

２

单元的李

大爷笑哈哈地对记者说。

“好住”：集中修整路面、改造地下管网

11

月

3

日下午， 记者来到水南街道

丰溪小区，披上“ 新衣”的楼体清新靓丽，

车辆整齐停放在新划定的车位里， 小区

内的丰溪河也比之前干净了不少， 路面

也经过了硬化。 很难想象，这是个投用了

超

20

年的无物业小区。

据悉， 丰溪小区内有居民楼

56

栋，

共

1698

户居民，

5986

人。 原先，由于小

区路面坑坑洼洼， 小区地下没有进行雨

污分流，雨污管网杂乱，排水不畅，逢雨

易积水，影响居民出行。 丰溪路社区党委

书记林晓英向记者介绍， 之前有位居民

从外面骑电动车回来，由于路面不平，坑

坑洼洼，电动车在路面上抖动非常剧烈，

这位居民最后从电动车上摔了下来，摔

伤了脸。 现在小区路面经过了硬化，路面

比之前平整了许多。 地下管网也实现了

雨污分离， 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小区积

水、污水管道堵塞了。

去年

11

月，丰溪小区被列入老旧小

区改造范围。 据林晓英介绍，丰溪小区是

信州区老旧小区中改造的第一个小区。

改造前小区居民更多的是反映小区的路

不好走，建议增加一些娱乐设施、安装给

电动车充电的充电桩。 如今，小区的非机

动车停车棚已经建好，还增设了充电桩，

这样一来大大解决了居民们没有地方给

电动车充电，到处乱拉电线的情况，小区

的机动车停车位也都划得非常整齐，解

决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对小区内的丰

溪河，小区也对其进行了黑色水体治理，

所以如今的丰溪河会比之前看起来干净

很多。 同时，小区在河边安装了不少健身

器材， 居民们也因此特别喜欢在河边散

步，锻炼身体。 小区为了解决居民们晒衣

难的问题， 给一楼以上的住户安装了伸

缩衣架，在一楼安装了不锈钢晾衣架。

在丰溪河畔， 记者看到河边建了休

闲亭和长廊， 很多大爷大妈在亭子和长

廊里打牌、闲聊，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在亭

子边玩耍。 市民张大妈告诉记者，丰溪河

这里原来是个臭水沟， 这次改造把河道

清理了一下，干净了很多，河边建起了小

游园， 每天下午她都会带孙子和孙女出

来晒晒太阳， 玩累了还可以在凉亭里坐

一坐歇歇脚，现在地面铺上了防水砖，跟

之前比起来又平整又好走。

记者又来到了健身器材处， 刚从骑

马扭腰器下来的潘大爷高兴地告诉记

者，他今年

82

岁，在小区住了

20

多年，

小区改造后每天都会来健身器材处锻

炼。 他说，除了增加健身器材，小区墙面

比之前干净了不少， 好玩的地方也多了

很多。 小区改造前垃圾都是随地乱扔，乱

搭乱建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因为居民生

活污水直接往河里排， 丰溪河水常发出

臭味，导致居民根本不敢开窗。 之前，他

有想搬走的念头，经过改造，不仅丰溪河

水干净多了， 还在河边种上了一棵棵柳

树，空气清新。 现在，他每天都会绕着河

边走好几圈，欣赏波光粼粼的河面、微风

吹拂的杨柳，很是惬意。

小区道路黑色化、停车位规划有序、住宅外墙粉刷一新、花坛内种满花草……

对于饶城老旧小区居民而言，小区变化处处可见。

信州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以“功能齐全、配套完善、出行方便、整洁美观、安全

有序、文明和谐、管理长效”为目标，陆续启动了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居住环境差、 基础设施落后等热点难点问题。 昔日脏乱差小区变身美丽家

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丰溪小区居民在丰溪河畔休闲亭娱乐。

市民潘女士：请问房屋没有装修入住物业费

该怎么交？

市住建局：《 上饶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第四

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应当制定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并会同价格主管

部门制定与物业服务等级相对应的收费参考

价格。 物业服务收费参考价格可以根据物价、

人工成本上涨等因素适时作出调整。 物业服务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

业根据收费参考价格 ， 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

定 。 业主购买的房屋已经交付但未装饰装修

的 ，物业服务费用可以按一定比例收取 ，具体

比例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第四十八条：业

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标准

交纳物业服务费用，不得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

受相关物业服务，或者以房屋质量问题等非物

业服务企业过错为由拒交或者少交物业服务

费。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的标准提供物业服务，不得以成本上涨、收费不

足为由降低服务标准。

（朱宇庆 整理）

2020 江西民企 100 强上饶有几家 ？

市民宋先生： 请问上饶有哪些民营企业入

选

2020

江西民营企业

100

强？

市工商联：由省政府新闻办、省工商联主办

的

2020

江西民营企业

100

强峰会

11

月

8

日在

南昌召开。 上饶有

14

家民营企业入选

2020

江

西民营企业

100

强：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江西博

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饶市致远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江西和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际洲

建设工程集团、宏盛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

西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新金叶实业有

限公司、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万年贡集团有

限公司、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银

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新厦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上饶市大江铜业有限公司。

（朱宇庆 整理）

东 岳 桥 头 高 峰 拥 堵 怎 么 办 ？

市民张先生： 东岳桥万力时代路口在早中

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段交通拥堵严重， 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予以解决。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经调查，东岳桥容

易发生交通拥堵是由多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一

是丁家洲大桥正在重建， 大桥重建之前广丰、

朝阳等地居民进出中心城区主要是以丁家洲

大桥为主。 二是东岳桥通行面较窄，仅有双向

两车道，通行容量有限。 三是东岳桥周边道路

通行瓶颈较多， 交通组织优化有待进一步提

高。 目前，支队已经聘请相关专家团体到东岳

桥 、信江桥 、书院路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下

一步专家团体将提出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以

此缓解东岳桥、信江桥等交通拥堵问题。 同时

大队将加强拥堵路段的指挥疏导和巡逻管

控，提高通行效率，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的交

通出行环境而不懈努力。

（朱宇庆 整理）

窨井盖已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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