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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退休 ？

短短几秒钟，大火就吞没了狭小的空间，今年

5

月

10

日发生在成都的电动

车电梯爆燃事件让人触目惊心。 这段视频也在饶城不少业主群转发，电动车上

楼、拉线等问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为有效破解电动车“上楼充”“拉线

充”难题，信州区委、区政府积极行动，大力推动电动车智能充电桩进小区建设

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电动车安全事故发生。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什么？

住 房 公 积 金 能 看 病 用 吗 ？

“飞线充电”现象仍存在

近日，记者走访了饶城多个小区，发

现电动车进电梯、不规范停放、私拉电线

充电的现象仍然存在。

8

月

20

日傍晚， 记者在饶城钟亭小

区看到，电动车停在一楼入户单元门内，

每个进出楼栋的人都与之擦身而过，电

动车旁还悬吊着一个充电插座。 插座是

居民从

2

楼放下来的， 这根长达十几米

的白色电线还有多个接头， 接头处用胶

布缠绕。“ 我们一直就这么充电的。 ”该小

区一业主对记者说。 记者问这样充电会

不会存在安全隐患， 该业主则回应称：

“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出过什么事，还挺

安全的。 ”

在滨江路某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的

一处车棚内停了不少电动车。 记者发现，

一些居民为了充电方便， 从所住楼层用

充电插板连接成“ 加长版”充电线，延长

至楼下为电动车充电。 记者注意到，充电

用的电源插板因长期在外面风吹雨淋，

已经有些褪色。 随着夏季雨水天气增加，

充电插板在雨中容易导电， 增加了居民

触电的风险。

记者在一些老旧小区观察多日后发

现， 一些居民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后做

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家里连着插座板的

电线从楼下放下来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住在一楼的居民还算省事， 打开窗户把

插座板吊在窗外就能充电。 二楼以上的

居民则需要先把连着电线的插座板小心

翼翼地放下来， 再从楼上跑下来给电动

车充电，充电完毕后，再把电线和插座板

收回屋内。

采访中， 家住钟亭小区一位居民告

诉记者，他也不想这么做，可小区又没有

能充电的地方，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电动车“乘坐电梯回家”

“ 经常看到电动车进电梯。 ”在位于凤

凰大道的某小区，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发现，“ 飞线充电” 的情

况大多发生在老旧小区， 在有电梯的高

层楼房， 居民就可以推着电动车乘坐电

梯上楼， 然后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里

或家里充电。

近期，应急管理部下发《 高层民用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 该规定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对于社会普遍关心

的“ 楼道停放电瓶车”问题，明确提出禁

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 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

动车充电。

在饶城一些小区走访时， 每逢早晚上

下班时间， 居民推车上下楼的情况仍然存

在，当记者问及是否知晓“ 禁止推车上楼”

的规定时， 一位居民表示：“ 在手机刷新闻

时看见过，但不上楼回家就没地方充电。 ”

走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小区楼门前

尽管都张贴了禁止在楼内对电动车进行

充电的消防安全提示， 但居民推车上楼

仍是常态。

高层楼房的电梯使用率本来就高 ，

狭小的电梯塞进一辆电动自行车后，严

重影响他人乘坐。 如此一来，自然会引起

邻里不满。 居住在滨江路某小区的王女

士对记者说 ：“ 每天早上上班都急匆匆

的。 可是，有时候越着急电梯越等不来。

好容易等来了电梯， 却发现里面已经被

电动车占满，根本挤不进去。 没办法，只

能等下一趟，简直能把人给急死。 ”

对于“ 禁止推车上楼”规定，部分居

民也很无奈，“ 所住小区没有提供电动车

充电的设备， 部分型号的电动车从设计

上电池是和车辆连在一起， 想要充电也

只能推回家充。 ”

充电桩进小区破解难题

老旧小区住户多，电动车保有量大，

日常充电是居民生活的“ 刚需”，充电问

题成为困扰群众的“ 烦心事” 和“ 揪心

事”，电动车“ 拉线充”“ 上楼充”既影响城

市形象， 更是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信州区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大力推

动电动车智能充电桩进小区。

记者走进东市街道地委大院小区 ，

只见一排排电动车智能充电桩整齐地一

字排开。“ 只要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扫码就

能充电， 不会使用的居民还可以投币充

电，这充电桩可是解决大问题了，充电方

便，地方还宽敞，价格也合适。 ”刚给电动

车充完电的蒋先生对记者说。

记者在水南街道黄金水岸小区看到，

小区内有许多个充电桩棚子， 大一点的棚

子内有

40

来个充电接口， 小一点的也有

10

来个充电接口。 电动车挤满桩棚，大部

分在充电。记者扫描二维码发现，充电桩按

时间计费，

1

元钱充

3

个小时。 业主金女士

告诉记者， 智能充电桩充电完成后就能自

动断电，既保护电瓶，又防止过度充电引发

火灾，方便快捷安全好用。

茅家岭街道杨家湖社区的三江花园二

期小区都是经济适用房，属于老旧小区、无

物业小区。 小区今年

5

月新建了

3

个充电

棚，可满足

200

余辆电动车充电。“ 之前电

动车充电特别不方便，自己拉线充电，时常

忘记拔插头，有时一充就是一两天，不但费

电还特别不安全。 现在楼下安装了充电设

备，充起电来又快又安全。 ”业主钱先生满

意地说。截至目前，杨家湖社区内共安装充

电棚

12

处，充电桩

260

个。

据统计， 信州区已陆续在居民需求

较高的小区内安装各类智能型充电桩

1000

余个，其中，东市、水南、西市、北门

等街道共安装了

300

余个智能型充电

桩，满足社区居民的电动车充电需求。

居民盼增设通道

市民邱先生：我父亲是名技术小工，请问像

他这类的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退休？

市人社局：自

8

月

1

日起，市本级试行退休

“ 一件事一次办”联办服务。 联办事项包括：

1.

退

休确认；

2.

养老金待遇申领；

3.

退休证办理；

4.

医

保参保和变更登记；

5.

公积金提取。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未办理

退休手续的人员（ 含灵活就业人员） 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时，每月

1

—

15

日向所在工作单位或

档案代管机构提出申请，灵活就业人员直接向

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经办窗口提出申请，提交以

下材料：

1.

填写《 上饶市“ 退休一件事”联办登记

表》 ；

2.

养老保险缴费手册原件 ；

3.

身份证复印

件 ；

4.

职工个人档案 ；

5.

一寸彩色照片

1

张（ 背

面写上名字） 。 人社部门接到申请后对个人档

案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提交退休审核确认会

议研究确认退休后 ，办理退休证 ；社保经办机

构计算养老金待遇，审核确认退休后次月计发养

老金待遇。

（ 记者 郑欢 整理）

信州区哪里有五人制足球场 ？

市民徐先生：我儿子很喜欢踢足球，请问信

州区哪里有五人制足球场？

信州区社体中心： 我区截止

2020

年

12

月

底已建成

8

片足球场地， 其中五人制足球场

3

片，足球场地具体分布如下：

1.

上饶市全民健身

中心足球场 ： 位于信州区沿河路万力时代

2

期；

2.

信州区政府市民广场

1

号足球场：位于信

州区三江大道政府市民广场；

3.

信州区政府市

民广场

2

号足球场：位于信州区三江大道政府

市民广场。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陈先生：我的孩子现在

4

周岁，请问可

以申请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吗？该专项的扣除

标准是什么？

市税务局： 纳税人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

时，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

6

项专

项附加扣除。其中，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标

准是：纳税人的子女处于学前教育阶段或者接

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

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 子女年满

3

周

岁至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 学历教育

包括义务教育（ 小学 、初中教育） 、高中阶段教

育（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工教育） 、高等教育

（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

生教育） 。 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

准的

100%

扣除， 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

除标准的

50%

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

度内不能变更。

（ 记者 郑欢 整理）

市民陈先生：我家人患上了重病，现在住进

了

ICU

病房，家里实在没钱了。 请问可以提取住

房公积金使用吗？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国务院《 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 ， 住房公积金主要是用于缴存

职工解决自住住房的专项资金。大病所需资金国

家主要通过医保及社会保险等渠道解决， 所以

《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中没有大病提取住房公

积金的规定。在缴存职工通过医保等其他渠道还

是无法解决大病治疗所用资金造成基本生活困

难的，由所在县级主管单位或乡镇政府出具生活

特别困难证明后，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在缴存

职工提供相关医疗报销凭证等有关资料情况下，

允许提取大病治疗所用资金与医保等其他渠道

报销资金差额部分。

（ 记者 郑欢 整理）

黄金水岸小区智能充电桩

市民反映

8

月

11

日上午，家住饶城月泉花城小区的胡先生

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反映称，自己小区南门外的马路上，

新增了一排双向马路隔离护栏， 导致他每次驾车上下

班都要绕路，感觉不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增设调

头通道。

记者跑腿

随后，记者来到胡先生所述地点看到，马路中间的

交通隔离护栏颜色较新， 护栏由月泉支路附近一直设

至茶圣路与明叔大道交叉口，中间没有开口。在月泉花

城南站点下车的乘客， 如需前往月泉花城小区或香桂

园小区等地，均因为无法直接穿过马路，只能沿着东西

向绕行。

接着，记者又来到茶圣路与明叔大道交叉的十字路

口，发现每次由东往南左拐的绿灯亮起时都会有不少车

辆在此调头行驶。 住在月泉花城小区的陈先生向记者坦

言：“ 我们小区只有两个出口，一个在凤凰大道，一个在

茶圣路。 如果居民想驾车前往庆丰路、市中心广场或胜

利路方向， 大多会选择从位于茶圣路的小区南门出门，

再从茶圣路行至庆丰路等路段。 但现在小区南门外的马

路中央新增了隔离护栏，如果附近居民想开车出来往东

走，就要到茶圣路与明叔大道的交叉口调头。 那个路段

不是很宽，调头不仅会影响路口通行效率，还不安全。 ”

陈先生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考虑月泉花城附近居民的出

行问题，增设相应调头通道。

帮办结果

当天下午， 记者联系到了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相

关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安装隔离护栏一是防止两轮车随

意穿插，过往行人乱行乱窜；二是为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针对市民表示希望增设调头通道，他

们会派人到现场调研，尽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方便。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上饶大道往三清山机场方

向， 有一处路灯灯杆出现明显倾斜，“ 倾斜的路灯杆

有十多米高，并且有往非机动车道倒的趋势，看上去

十分危险，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排除隐患。 ”

“ 看着真危险啊，这要是倒了砸到人怎么办？”对

于这根倾斜的路灯杆，不少市民同样存有担忧，住

在附近的陈先生说，“ 这段路有不少人、车途经，路

灯杆倾斜 ，既影响市容 ，也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修好。 ”同时，市民刘女士说，她每天骑

行电动车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一段路，“ 如果遇到恶

劣天气，可能会加剧这根灯杆的倾斜程度，增加倾

倒的风险。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维修， 排除安全隐

患。 ”市民祝女士也表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灯杆倾斜了，希望快点儿修好，省得我们经过这里

都提心吊胆的。 ”

接到反映后， 信州区城管局路灯管理所工作

人员随即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经查勘后发现，由于

此处路灯顶部造型较大，风阻系数大，常年大风吹

摇后，灯杆底部螺丝松动，导致出现倾斜。 随后，工

作人员立即着手对倾斜的灯杆进行校正并进行加

固处理。目前，该灯杆已恢复原状。采访中，信州区

城管局路灯管理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加

强巡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处置，确保路灯设施

的安全运行。“ 灯杆修好了，从这里经过就不再担

惊受怕，这种高效率的工作值得点赞。 ”住在附近

的秦先生说。

工作人员对倾斜的灯杆进行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