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化气瓶有了“身份证” 扫码可查安全信息

本报记者 郑欢

“ 听说，液化气瓶有了‘ 身份证’？ ”、“ 相关部

门是如何对这些液化气瓶实施监管的？ ”近日，记

者接到不少市民来电咨询有关液化气瓶的相关

问题。

“ 现在我们建立了全市统一的云服务平台 ，

要求各相关企业在每个钢瓶上都安装一个永久

性二维码标签作为钢瓶的唯一身份标识，一瓶一

码、一瓶一档。 ”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通过云服务平台 ，可以查看全市范围钢

瓶数据信息 ，准确掌握全市气瓶的数据 ，掌握全

市钢瓶的检验数据、掌握每个充装单位扫描联锁

设备的运行情况、发放气瓶使用登记证。 也可通

过平台的远程监察功能 ， 不定期地对各充

装单位现场充装管理情况开展监察 ， 督促

充装单位加强管理，提高监管效率。 对于检

验率低、 充装数据有可疑的单位可以加强

执法的力度， 对于信息化做得好的企业可

以进行奖励，逐步淘汰劣质企业。 可以掌握

全市范围持证从业人员的信息 ， 对从业人

员资质进行审核，持证上岗，规范从业人员。 现场

执法时通过手机扫描气瓶上的二维码“ 身份证”，

可以查看气瓶的档案信息、充装单位等信息。 一

旦钢瓶发生问题，可以通过服务平台调取到相关

信息，查清问题的责任方。

该工作人员表示，市民也可通过扫描气瓶上的

二维码了解使用气瓶的安全状况、充装信息，一旦

发现问题即可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目前，全市在

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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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已完成了管理系

统建设，并与市级监管平台对接，完成液化石油气

钢瓶建档超

55

万只，气瓶建档数量以每天

5000

只

的速度递增。

居民夜间出行不便 盼给小区装路灯

本报记者 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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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行 车 需 要 注 意 哪 些 事 项 ？

劳 动 者 患 职 业 病 后 怎 么 办 ？

购买学生火车票须符合哪些条件 ？

如何查看上饶至葛仙山旅游班线 ？

多方发力

助老年人乐享智能生活

本报记者 郑欢

市民罗先生：我刚拿驾照，想了解一些有关

冬季行车的驾驶技巧以及注意事项。

市交警支队：

1.

小心侧滑。 恶劣天气情况下

路面湿滑，行车应严格控制车速，弯道速度过快

或者行车时突然加速， 都易导致车辆侧滑而造

成事故。

2.

刹车要“ 早”要“ 柔”。冬季制动的效果

与其他季节不同， 因为冬天的轮胎和路面都偏

“ 硬”，所以冬季驾车制动应早一些轻踩。

3.

注意

自己的驾驶状态。 冬季开车很多人不注意自己

的驾驶状态，这点其实对于安全驾驶很重要，大

家要先把自己的手脚活动开， 不然很容易出事

故。

4.

小心易结冰路段。 较阴暗的地方、桥梁上

等都是比较容易结冰的地方， 开车经过这些地

方时，必须加倍小心。遇有状况，尽量减速，并保

持镇定。

5.

注意车与车之间的距离。 雨雪天气，

时常有些雾气、小雨伴随，这个时候要注意车距

之间的尺寸， 以免跟得太紧而追尾。 雾气太重

时，车速要放慢，可以打开黄色警示灯，让后面

的车子看得清。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陈先生： 我父亲认为自己因工作导致

患上了职业病，请问该怎么办？

市疾控中心： 劳动者可携带职业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等材料到单位所在地、 本人户籍

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

职业病诊断。职业史是指劳动者工作经历，记录

劳动者既往工作过的用人单位的起始时间和用

人单位名称和从事工种、岗位。职业病危害接触

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名称等。 职业病患者依法享受国家规定

的工伤（ 职业病）待遇，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

期检查。 用人单位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

职业病病人，应当调离原岗位，并妥善安置，其

依法享有的待遇不变，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黄女士： 请问购买学生火车票须符合

哪些条件？ 另外，我想了解一下，学生优惠票价

是怎么定的？

南昌铁路局上饶车务段： 购买学生火车票

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普通大、 专院校 （ 含民办大

学、军事院校） ，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中、

小学就读，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研究生。

2.

家

庭居住地（ 父亲或母亲之中任何一方居住地）和

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 普通旅客列车硬座

享受半价优惠， 动车组二等座享受公布票价的

7.5

折优惠。 在优惠乘车区间之内，且优惠乘车

区间限于家庭至院校（ 实习地点）之间。 每学年

乘车次数限于四次单程。当学年未使用的次数，

不能转至下年使用。学生在每学年首次乘车前，

需要到车站指定售票窗口或自动售票机办理资

质核验，完成后，本学年内均可凭办理核验的身

份证件自助办理实名制验证和进出站检票手

续，无需取票。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徐先生：我想带家人到葛仙山玩，想要

了解一下， 如何查看上饶至葛仙山旅游定制班

线信息？

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 游客可以通过手

机关注“ 上饶汽运”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查看班

次信息、订购车票、就近乘车。 上饶至葛仙山旅

游定制班线运营线路为上饶高铁站， 沿带湖路

汽车站、万达、恒大名都、吾悦广场、鑫邦集团门

口、广信区居山庙路口、铅山县永平镇、葛仙山

镇、葛仙山度假区。 沿途公交站台均可上下客。

上饶高铁站出发的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

7

时

许，末班发班时间为下午

4

时

40

分许；带湖路

汽车站出发的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

8

时许，末

班发班时间为下午

2

时许； 葛仙山度假区至上

饶高铁站的首班发车时间为上午

7

时

50

分，末

班发班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许， 日发

9

个班

次，遇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随时加密班次。

（记者 郑欢 整理）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0

年

11

月印发

《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的实施方案》 ，方案聚焦了老年人日常

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

等

7

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 提出了

20

条具体举措要求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

智能社会。

如何帮助老年人解决在运用智能技

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让他们乐享智能生

活，我市相关部门做得怎么样？ 记者对此

进行了走访。

通信：让老年人同享智能生活

移动通信是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比

较集中、高频的领域。

11

日上午，一位老

先生走进饶城凤凰大道一家移动公司营

业厅。“ 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门口的工

作人员迎了上去，搀扶其坐下。 交谈得

知 ， 老人的儿子给他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 ， 当天准备使用时才发现旧手机的

SIM

卡，无法适配智能手机中的卡槽。老

人不知道如何解决， 儿子又出差在外 ，

于是只好来移动营业厅求助。“ 老先生，

您不用着急 ， 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处理

好，并替您把新手机调试好。 ”工作人员

给老人倒了杯茶。 十几分钟后，工作人

员把新手机调试好交给老人。 老人拿到

手机后，很高兴。

“ 为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增加线

下渠道覆盖率。 同时提升

12

个自办营

业厅的服务品质，比如为老年客户提供

现金 、银联

POS

、第三方支付等多种支

付方式 ，不以任何理由拒收现金 ，以及

对于行动不便的客户由网格人员或渠

道提供上门服务。 二、专属线上服务。 通

过完善大数据识别和实名制等技术 ，我

们已实现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主动识别，

老年客户拨打

10086

客服热线时， 直接

跨过智能机器人应答环节， 迅速接入人

工客服。 ”中国移动上饶分公司市场部的

工作人员表示。

出行：专门推出老年人打车服务

“ 如何让老年人切身感受到现代智

能带来的出行便捷？ 为了让老年人出行

更便利，我们推出了电召及‘ 爱心车队’

服务。 ”据深圳市城方智通技术有限公司

上饶分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老年

人如果需要打车 ， 只要拨打平台电话

8220022

，平台将会尽快指派附近的出租

车前往。 并且老年人还可享受

VIP

待遇，

优先调度，优先使用。“ 接下来，我们还将

继续推出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举

措，便利老年人出行。 ”该负责人说。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网约

车平台也正在优化老人叫车服务。 如滴

滴出行陆续推出了“ 代叫车”、“ 关怀模

式”、“ 亲友代付”等功能。 老年用户可以

打开“ 关怀模式”，在“ 关怀模式”下，页面

变得十分简洁，字体变大，用户只需要输

入目的地，然后按下“ 确认叫车”键即可。

对于没有网络支付账号的老年用户 ，亲

属朋友可通过“ 滴滴亲亲卡”绑定老人滴

滴账号为其支付车费。

一位在市中心广场公交站候车的老

人告诉记者， 每天都有志愿者在公交便

民服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帮助， 有的协助

他们办理卡年检， 有的教他们如何通过

智能手机查看公交线路信息。 老人一边

说着一边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道 ，“ 你

看，点开这个‘ 掌上公交’，在家就能查看

想要坐的车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站。 多

方便啊，这都是志愿者教会我的。 ”

办事：推出多项措施优待老年人

如何破解老年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

的“ 数字鸿沟”？ 市本级政务服务大厅一

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当前，他们推出

了以下措施优待老年人：一是对无智能

手机不能提供健康码的老人，在确保疫

情防控到位的基础上，采取了身份证扫

描、人脸识别、纸质查询登记等方法，确

保老年人顺畅进出办事大厅。 二是开辟

“ 绿色通道”， 开展帮办代办导办服务。

比如人社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代收代缴

服务 ；不动产窗口针对老年人 ，尤其是

年龄较大、 填写表格相对困难的老人 ，

开通了代写服务，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

可授权亲友到窗口进行业务办理，也可

提供上门办证服务。 三是设立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 ，由窗口党员 、物业志愿服务

者组成市政务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 ，在

大厅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服务。 四是优化

“ 互联网

+

政务服务 ”应用 ，让老年人办

事少跑腿。

“ 网上办事虽然方便，但我们年纪大

了， 操作不太来， 还是习惯到来这里办

事。 这里的导办人员从一进门就热情接

待我们，带我们取号，到窗口办理业务，

非常贴心。 ”说起办事体验，市民王老伯

竖起了大拇指。

就医：为老人提供挂号就医便利服务

“ 我没有智能手机，怎么进医院？ ”

12

日上午， 市第五人民医院门口， 一名

60

岁左右的患者因不会使用健康码而着急

不已。“ 阿姨，别急，您在这边量了体温再

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入医院。 ”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患者经过体温检测等程序，顺利

进入医院。“ 现在很多医院都很照顾我们

老人家，不仅可以在窗口现场挂号，还有

网络、挂号机等多种挂号方式。 ”老人告

诉记者。

走访中记者发现， 饶城不少医院都

保留了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人工

服务窗口， 同时还有导医、 志愿者等人

员，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除此之

外， 各院还通过各项举措帮助老年人在

就医过程中逐渐熟悉、掌握“ 云”技术，从

而让他们享受到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在

市立医院门诊部，记者看到，各诊疗区域

的分诊台前都有导医， 手把手地教老年

人学习用手机或机器挂号、 取报告单 。

“ 有些老年人理解力和记忆力非常好，我

们很快就能教会。 ”导医告诉记者，但她

也注意到， 有的老年人存在视听能力下

降的情况，对于他们，可能就要学习很长

时间，“ 此时，需要我们多理解，更要有耐

心和爱心， 绝不能让一位老年人因不会

运用智能技术而挂不上号、看不成病、办

不了事。 ”

志愿者教老人使用“掌上公交”

市民反映

1

月

14

日， 家住饶城南门路

70

号的周女士向

本报反映称，他们小区里面没有路灯，居民夜间出行

很不方便，且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

加装路灯。

记者跑腿

当天晚上，记者来到南门路

70

号。 在现场记者

看到， 如周女士所说， 小区道路及楼栋内均没有路

灯，只有住户窗户中透出的微光。“ 我们这个小区建

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年住户比较多。 没有路灯，

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还存在安全隐

患。”居民刘大爷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在小

区内加装路灯，照亮居民出行路。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居民与刘大爷有着同

样的期盼。“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小区内漆黑一片，

只能摸黑出行，感觉很不安全。 ”小区居民刘女士

说，她一般都让丈夫出来接一趟，自己不敢走，“ 希

望相关部门能尽早将路灯加装好， 让我们出行更

便利。 ”

帮办结果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信州区城管局。 该

局路灯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居民可将情况反映

给辖区居委会。 居委会登记后向他们提出申请、报

备，相关对接工作完成后，他们会尽快安排工作人

员到现场查看。 如道路等条件允许，他们会尽快安

装路灯，解决居民夜间出行问题。

15

日上午，记者

联系到了信州区东市街道祝家巷社区。 该社区一

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表示， 他们会尽快协调解

决此事。

邮箱：srrbqgb@126.com

电话：0793-8221100

18070328512

上饶日报群工部

小区内无路灯

液化气瓶的“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