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路灯亮起来了

误用激光笔易致视力受损

小区路灯不亮市民出行不便 城管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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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误用激光笔致左眼失明 市消协发警示

本报记者 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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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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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捐的旧衣服 ，最后去哪儿了 ？

本报记者 郑欢

市民胡先生：听说

S204

李太线铅山县境内

段湖坊至佛寨段因施工在进行交通管制， 我想

知道管制何时结束？

市公路管理局铅山分局：经上级部门批准，

对

S204

李太线铅山县境内段保通工程湖坊至

佛寨

(K158+494-K161+766

、

K174+714-K184+

667

）

13.225KM

段进行路面养护大修以及对太

源至佛寨段灾毁抢修工程进行施工。 为确保保

通及灾毁工程的顺利实施以及人员车辆行车的

安全，现对

S204

李太线实行交通管制，湖坊至

佛寨路段， 请小型车辆及人员注意安全谨慎慢

行；陈坊至佛寨路段请大、中型车辆绕行。 管制

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同时，因原路面较窄，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

及驾驶员注意标志提示，服从交通指挥，确保安

全畅通， 管制期间给广大市民及驾驶员出行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望广大市民及驾驶员积极配

合和支持。

（ 记者 郑欢 整理）

这 条 路 交 通 管 制 何 时 结 束 ？

我 们 小 区 附 近 可 否 增 设 停 车 位 ？

市民张先生：我住在现代城小区，我们小区

停车位有些紧张， 请问相关部门可否在小区南

门附近路边施划公共停车泊位？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去年“ 创国卫”之

际，交警部门联合城管、街道办和社区已对城区

各处进行摸排调研， 将适合施划停车位的地方

做到应划尽划。经核查，滨江东路现代城小区南

门附近路段单向设置有两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

机动车道，车流量不大但车速相对较快。路边停

车位利用道路本身作为进出通道， 并占用了非

机动道。 该路段施划路边停车位将会导致道路

通行能力降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增大交

通事故发生几率。因此，该路段不适合施划路边

停车位。

（ 记者 郑欢 整理）

个体工商户如何在网上申请年报 ？

市民熊先生：我想咨询一下，个体工商户

如何在网上申请年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度个体工商

户年报公示时间延期到

12

月

31

日， 如有需

要，可采取以下任一方式进行网络申请：

1

、登

录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 在首页

的“ 服务”位置找到“ 江西市场年报系统”。

2

、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 江西）

（

http://gsxt.amr.jiangxi.gov.cn/

） ， 在左下角位

置找到“ 企业信息填报 ”。

3

、关注“ 江西市场

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 微服务 ”栏目 ，链接

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江西）地方频

道页面）报送

2019

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

公示。

4

、进入支付宝，搜索“ 赣服通”平台，查

找服务—主题服务—全省通办—企业公共服

务—个体户年报，进入年报申报服务。如有年

报、 经营异常名录等信用监管业务方面的疑

问，可在公示系统的首页下方“ 业务咨询与技

术支持联系方式” 中查询登记机关年报咨询

电话进行咨询。

（ 记者 郑欢 整理）

路 口 转 弯 车 辆 如 何 行 车 礼 让 ？

市民罗女士：我想了解，路口转弯车辆如

何进行行车礼让？

市交警支队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

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时 ，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

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 ，应当避

让。 因此，当左转车辆和斑马线上的直行行

人同时遇到绿灯放行时 ，左转车应在被放行

的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行人来到右转弯车道

的斑马线处 ，行人走上斑马线 ，相关车道上

的车辆就要停车让行。 车辆行经斑马线 ，无

论有无行人在斑马线上通行 ， 都要减速慢

行，确认安全后通过。

（ 记者 郑欢 整理）

短短照射几秒钟，一名

9

岁的南昌小学生被激光

笔烧伤致左眼失明 ，损伤不可逆 ，即便戴上眼镜也没

用。近日，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江西省教育

厅联合发出 《 致中小学生、 幼儿家长的一封“ 加急”

信》 。 信中指出 ，近年来 ，儿童误用激光笔（ 激光指示

器） ， 致使视力永久性下降、 皮肤灼伤的事故时有发

生。 为此，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广大家长，要以

孩子安全为重 ，做好激光危害防范和安全教育 ，防止

意外发生。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原国家质

检总局

2016

年组织开展了激光笔、儿童激光枪等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发布了《 保护儿童眼睛产

品质量安全认知调查结果》 ，其中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的儿童类产品中，激光笔位列第一。“ 激光产品

危害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

1

类 、

1M

类 、

2

类 、

2M

类、

3R

类、

3B

类、

4

类， 只有

1

类激光产品在合理

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被认为是安全的， 允许作为

儿童玩具。 但需注意的是，不当使用任何发光产品都

有可能损伤视网膜。”市消协提醒，家长在选购儿童玩

具时，应仔细查看、确认玩具是否带有激光器。正规的

激光产品会标记安全类别，不要购买

1

类以上或者类

别不明的激光产品作为儿童玩具，使用时切勿直接照

射眼睛或通过光学仪器（ 放大镜 、望远镜等） 观察光

束。 拆卸或者更换激光玩具显示图案模具时，应有家

长在场。同时，应注意日常安全防范和教育，规范使用

并妥善保管用于办公的激光笔。

不知道捐的衣服去了哪

“‘ 绿色清柜’是市红十字会的一个

旧衣物回收公益项目，但是回收后怎么

利用？ 用到哪儿了？ 一直没怎么见公布

过。 ”市民杨女士说，她每次只是把衣服

整理好投放进去就离开了，其实还蛮想

知道她投的这些衣服现在怎么样了，有

没有到达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中。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跟杨女士

有同样经历的人不少，很多市民对“ 绿

色清柜”旧衣回收箱里的衣物使用率如

何等问题有着疑问。 同时，市民们问得

最多的，是关于回收的衣物怎么处理以

及它们的最终去向。 家住饶城绿景家园

小区的董俊告诉记者，不久前的一个周

末，他在家整理出一大堆旧衣服，“ 这些

衣服家里没人能穿， 直接扔掉太可惜，

留着又占地方。 ”于是，董俊想把旧衣服

放进旧衣回收箱， 从而帮助需要的人。

“ 为了让拿到这堆衣服的人能直接穿

上，我还专门把衣服做了清洗 。 ”董俊

说，一开始，他很开心，觉得自己帮助到

别人了。 但是后来心中又有了疑问，“ 我

捐的衣服真的帮到别人了吗？ ”

“ 前段时间搬新家，我从衣柜里清出

来不少我儿子的旧衣服，有些还只上身一

两次，扔了可惜，但送人又送不出去。 ”市

民龚晓芸对记者说，她想起小区里有旧衣

物回收箱，就一股脑地全投了进去。后来，

她听朋友说有不法公司将捐赠的衣物重

新出售牟利，担心自己的善心被利用，因

此对于这些旧衣服的最终去向、有没有按

需使用，她很想知道。

取之于公益用之于公益

据了解， 我市共设置了

1100

余个

“ 绿色清柜”旧衣回收箱。 回收的旧衣物

会不会像市民担心的那样，重新出售牟

利？ 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走访中 ，记者看到 ，穿梭在各个小

区的运输车将居民捐赠的旧衣物从回

收箱收集打包后，运送到“ 绿色清柜”仓

库等待综合处理。 在处理工作间，工作

人员有条不紊地先将回收的旧衣物按

照新旧程度进行分拣。 首先是根据旧衣

服的成色———把还能继续穿、七成新以

上、符合捐赠条件的衣物分出来 ，然后

对它们作进一步处理。 清洗、消毒是保

障衣服安全性和长期储存的必要工序。

完成这一切后，接下来便是打包 ，整理

归类，运送至目的地。

“ 取之于公益、用之于公益，是我们

一直坚持的原则。 今年因疫情等原因，

我们每月共收到约

10

吨的旧衣物。 符

合条件的，我们会直接捐赠给我市各县

市区的敬老院、儿童福利院 、贫困家庭

等有需要的人， 而那些不适合捐赠的，

比如发霉的衣服、 少了一只的鞋子、脱

线的毛衣等，我们会对其进行再生循环

利用或将其粉碎，然后卖出 ，所得的盈

利用来发放员工工资等填补团队运营

成本以及购置大米、牛奶等物捐赠给有

需要的人，支持其他公益事业。 ”“ 绿色

清柜” 服务团队聂队长向记者介绍，项

目

2015

年成立至今， 他们共捐出五六

万件旧衣物，“ 就在

11

月

2

日， 我们给

市儿童福利院送去了

360

套儿童衣服。

还有 ， 上半年鄱阳等地发生洪涝灾害

时，我们也派出两辆运输车给受灾群众

送去了上千件衣服，以及蔬菜、大米、矿

泉水等生活用品，如果没有盈利是无法

完成的。 ”

采访中，聂队长表示，旧衣物回收既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产业，又是一项公益

事业。 他们对回收的旧衣物流向建立了

一本专项“ 明白账 ”，件件有据可查 ，所

有收入也都公开透明 ，“ 这样做就是为

了消除大家对旧衣回收去向不明不白

的疑虑。 ”

期待信息透明让捐赠者放心

“ 旧衣回收箱看着不起眼，背后却有

着参与捐赠者传递爱心的努力。”采访中，

不少市民建议， 相关部门应加强信息透

明、宣传引导，在公正、严格、透明的监督

下，真正把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我

是卖服装的，家中有不少积压或断码的新

衣服，卖的话也卖不出什么价，所以就想

找机会捐出去，但这些衣服捐出去之后能

否真正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如果回收方能

有一个比较透明的流向，会考虑全捐出去

的。我身边有好几位商户都有这个想法。”

市民林萍如是说。

“ 其实我觉得公益并不是必然要与

盈利绝缘，关键是要平衡好公益和盈利

的比例，而且整个过程要透明 ，严格接

受政府和社会监督，盈利的资金反而能

反哺公益事业，这其实才是公益能循环

运作起来的正确方式。 ”市民许女士表

示，期待捐赠信息更加透明 ，让捐赠者

放心。

“今天上午，我女儿见我将旧衣服放进‘绿色清柜’旧衣回收箱，问

我这些衣服最后会去哪儿，我告诉她全部都会给有需要的人了，她听后

十分开心。 ”家住饶城月泉花城小区的缪女士告诉记者说，后来她细细

思量，心中又有了疑问，这些衣服真的能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吗？

据悉，缪女士提到的“绿色清柜”，是由市红十字会发起和运作，由

服务团队具体实施的。那么你知道，这些旧衣物都去哪儿了吗？日前，记

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市民将旧衣服放进回收箱

邮箱：srrbqgb@126.com

电话：0793-8221100

18070328512

上饶日报群工部

市民反映

近日， 居住在饶城炮子山安置小区的林先

生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 他们小区的路灯不

亮很久了，影响居民通行的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处理解决。

记者跑腿

12

月

20

日晚上

7

时许，记者来到炮子山

小区。 该小区位于茶圣路紫阳公园南门附近，

小区内大多为自建房，住户较多，来往的电动

车及机动车也较多。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小

区路灯不亮 ，漆黑一片 ，一些居民借助手机 、

来往车辆或临街居民家中的亮光夜行。“ 路灯

不亮，确实不方便。 ”居民邹先生告诉记者，他

今年

80

多岁了，自己和老伴有晚上出门散步

的习惯，因为路灯不亮，孩子们都不让他们出

门 ，生怕出意外 ，同时 ，漆黑的环境也容易引

起一些不法分子入室偷窃的行为发生 ， 增加

了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对路灯

进行修复。

采访中，不少居民同样希望“ 失明”的路灯

能亮起来。“ 好几天前，小区的路灯就不亮了，增

加了出行的安全隐患， 也使得大家没了安全

感。 ”居民吴女士表示。

帮办结果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信州区城市管

理局。 对方表示， 炮子山小区路灯情况已登

记，目前正在协调处理中。

21

日晚上，林先生

高兴地向记者打来电话称， 小区的路灯又亮

起来了，居民们出行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

家都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