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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厕，大民生。 近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综合

服务中心了解到， 为进一步解决残障人士等特殊群

体如厕需求，他们正对饶城主次干道上的

10

座老旧

公厕进行升级改造。

“ 部分老旧公厕未设置残疾人通道，或其专有

设施，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如厕有些不便 。 为了

改善此类情况，我们开展了此次升级改造工作。 ”

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公用设施管理服务科陈

剑告诉记者，因部分老旧公厕的现有面积有限，此

次改造，他们将把这些公厕原先的工具间、管理间

等地升级为残疾人如厕间， 厕间将配备残疾人专

用设施，如符合轮椅通行的坡道、方便残疾人如厕

的坐便器并加装扶手，呼救铃等，以确保满足残疾

人如厕的需要。

“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把质量关，严格按照

施工设计和规范要求施工，确保改造保质保量完成，

让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更加舒适、 便捷地使用公

厕。 ”

8

月

25

日上午，位于马皇庙巷的公厕，记者看

到，工人正在施工中，现场负责人表示。

据悉，目前，涉及改造的

10

座老旧公厕均在推

进当中，预计

9

月中旬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 关爱

特殊人群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城市管理的细枝末节

上也要有相应的体现，为他们提供最便利的空间，让

城市管理工作更加有温度、更加人性化，是我们的职

责所在。”陈剑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提升广大

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目标， 加大公厕设施升级

改造提升，提高公厕管理水平和环境卫生服务水平，

让便民服务的举措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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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已接近尾声，这也是“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个暑假。 与以往相比，孩子

们的暑假生活有哪些变化？ 他们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 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双减”后首个暑假 孩子们是怎么度过的？

本报记者 郑欢

如 何 办 理 水 表 更 名 过 户 ？

购 买 二 手 房 如 何 提 取 公 积 金 ？

如 何 申 请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8 家单位被挂牌督办

本报记者 郑欢

试 用 期 要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吗 ？

方便残疾人如厕 饶城 10 座公厕全面升级

本报记者 郑欢

暑假作业内容更加多元化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叠毯子，收拾房

间，这是学校劳动作业的要求之一，下学

期升小学四年级的静静（ 化名）完成得挺

好。

“ 拿到作业我们家长是很惊喜的，没

有了‘ 题海’战术，孩子的作业内容更加多

元化，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总体

的作业量也减少了。 ”静静的妈妈吕女士

说，“ 这样的作业设置挺好的，不仅仅只考

虑文化课程，还考虑到了孩子身心的全面

发展，培养了孩子的实操能力。 ”说起自己

的暑假生活，静静感觉很充实，“ 以前基本

上都在埋头做题。 这个暑假，像语数英要

抄写的书面作业比以前少了，日常家务劳

动、科学实验等实践作业多了，我还学会

了怎么制作我最爱的绿豆棒冰，很有成就

感。 ”

暑期实践“ 套餐”、自主作业选择……

据悉，我市各中小学都围绕本校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特色， 布置了多元化的暑假作

业，如积极锻炼身体、日常家务劳动、志愿

服务和科学实验……作业设计的优化，学

习负担的减轻，为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腾出了时间。 走访中，大部分家长表示

孩子在多元化的暑假作业中收获了成长。

“ 暑假差不多要结束了，我的手账本

做了十几页，里面张贴了我和爸爸一起收

集的昆虫标本，还有我拍摄的月相变化照

片，我感觉这样的作业比原来更有趣了。 ”

市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恒恒（ 化名）说，今

年暑假，除了语数英作业外，他还有“ 德行

养成”“ 智慧成长”“ 体育健康”“ 劳动创造”

“ 美润心灵” 等内容， 包括做志愿服务活

动、完成一个科技创意小制作、学会一项

新的体育技能、完成一件艺术作品、为父

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总体来说，作

业量比以往减少了，但更丰富了。

不再奔波于学科类培训班

往年暑假，不少中小学生奔波于校外

学科培训机构。 根据“ 双减”政策要求，校

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因此，

今年暑假，“ 让孩子们自己去安排暑假时

间”渐渐成为家长和孩子的共识，孩子们

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个人兴趣

与素质培养中。

朱莉娅是一名初二学生。“ 以前暑假

真的很忙，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文化课培

训班。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升初的那一年暑

假， 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在上培训班，虽

然心里是抵触的，但总担心不跟着学就会

落后，还是跟着报了。 语文、数学、英语三

门科目，一门课两个小时，一天上课

6

个

小时，总共

20

天，根本没有什么自己可支

配的时间。 ”朱莉娅说，今年暑假，没有了

学科类培训班，她的暑假生活有了非常大

的变化，“ 爸妈让我自己安排暑假时间。我

太开心了。 ”

朱莉娅的妈妈告诉记者，这个暑假学

习计划都是朱莉娅自己安排的，完成作业

后，将更多的空余时间用来阅读、游泳，为

中考做准备。“ 这个暑假，我把《 红楼梦》仔

仔细细地读一遍。为此还花了很多时间做

阅读笔记，梳理小说人物、故事情节，每天

还会和妈妈‘ 睡前话红楼’。 对了，我还学

会了游泳。 ”朱莉娅说。

小学三年级学生柠檬（ 化名）的妈妈张

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孩子书写的作业

比较少，空闲的时间相对多，因此，她决定

尊重孩子的意见， 让她自己去安排暑假时

间。 让张女士和丈夫都感到惊喜的是，这个

“ 减”了学科培训班的暑假，孩子的自主学

习能力提高了。“ 我一般上午九点多吃完早

饭后就开始学习， 中午前会把自己的学习

成果分享给妈妈， 下午按照自己的兴趣选

择画画、跳绳或学习编程，空闲时间就和小

伙伴运动一会。 ”婷婷告诉记者。

“ 当前，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

385

所，实现全部清零。 ”市教育局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这个暑假，他们紧盯学科类

培训机构，通过“ 四不两直”方式对“ 无证”

办学、“ 地下”违规、“ 变异”培训等行为明

察暗访，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

一起、处理一起”。

暑期托管让孩子有“趣”处

“ 学校的暑期托管服务课程非常丰

富，在老师的陪伴下，孩子按时完成暑假

作业，还参与了美术手工、体育、劳动等多

个特色课程。 ”饶城市民徐女士一家在这

个夏天“ 荣升”为二孩家庭。 女儿萱萱（ 化

名）在读五年级，刚刚两个月的儿子还在

襁褓当中。 今年暑假，萱萱的学校推出了

暑期托管服务，为徐女士这样的家庭带来

了便利。 徐女士说：“ 孩子父亲工作忙，经

常出差，以前暑假，都是我带萱萱去上培

训班或在家玩，今年生了二孩真的分身乏

术了，还好学校开展了暑期托管服务。 ”

采访中，不少学生家长表示，今年暑

假，学校、社区组织的暑托班不仅解决了

家长的“ 看护难”问题，其开设的艺术、体

育、科技等特色课程也有利于孩子综合素

养提升。“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暑假，我

在学校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度过。 ”市第一

小学四年级学生超超（ 化名）说，“ 课堂上，

我们先自己写作业， 碰到不懂的地方，老

师们会给我们解答。然后，还有古诗新唱、

体育运动、美术绘画、阅读等活动，我过得

很充实，也非常开心。 ”

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暑

假， 开办了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有

260

所、参与学生

8.9

万人。 提及“ 双减”政策

落地后，全市各中小学的变化，该工作人

员表示， 从作业改革到培训机构压减、从

课后服务到暑期托管……一年来，随着各

学校围绕“ 双减”开展的探索逐步深入，孩

子们的笑声越来越多，书包越来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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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张先生： 请问如何办理水表更名过

户？

市自来水公司：进入上饶市自来水公司微

信公众号、赣服通按界面操作办理，如是二手

房交易需要办理更名过户，用户无需到供水窗

口提交资料，在办理二手房不动产证时，由“ 上

饶市二手房办理不动产证及水电气联动过户

平台”推送用户信息至供水界面，实现过户。需

要资料： 通过上饶市自来水公司微信公众号、

赣服通和线下窗口办理过户需要身份证、房产

证或相关房产证明材料；通过“ 上饶市二手房

办理不动产证及水电气联动过户平台”办理过

户， 由平台系统推送用户信息至供水界面，用

户无需提交资料。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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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丁先生：我想了解一下，购买二手房

如何提取公积金？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上饶市范围内

购买自住住房，缴存职工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购买自住住房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期房、现

房、二手房。 其中，二手房申请时限：增值税和

契税发票开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所需材料：

1

、

缴存人身份证；

2

、 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

3

、增

值税和契税发票；

4

、本人一类银行卡。 需要提

取配偶的，由配偶本人携带本人身份证、结婚

证、配偶本人一类银行卡前来办理。提取金额：

不超过购买房屋价格总额。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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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蔡女士：请问试用期要缴纳社会保险费

吗？

市人社局：试用期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

互相了解、确定对方是否符合自己招聘条件或求

职条件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时间期限。根据相关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了劳

动关系，且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单位

应按规定自用工之日起

30

日内为职工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手续，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 记者 郑欢 整理）

������

市民龚先生：我是信州区人。我想申请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请问应如何办理？

信州区教体局：申请步骤一：学生申请。

1

、

办理银行卡。 首次申请需学生到当地农商银行

办理一张银行卡或绑定了学生本人实名开设的

手机卡号的农商银行社保卡。

2

、线上申请。登录

手机

APP

“

e

百福”，进入“ 贷款专区”，点击“ 百

福助学贷”，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申请。步骤二：

首次申请需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前往当地县（ 市）

教育局资助中心进行现场确认。步骤三：签订合

同。银行审批后，系统将发送短信提醒借款学生

与共同借款人分别登录“

e

百福”，签订借款合

同。 步骤四：确认回执。 就读省内院校的学生由

高校资助中心录入电子回执，当地县（ 市）教育

局资助中心确认后生效。 就读省外院校的学生

可登录“

e

百福”自行下载电子回执，打印并由

高校盖章后，在“

e

百福”中拍照上传回执。

（ 记者 郑欢 整理）

信州区铁路公园建设有何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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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肖先生： 请问信州区铁路公园建设到

哪一步了？

信州区政府： 信州区铁路公园位于紫阳大

道两侧，总共分为三个区，分别是东区、中区、西

区，目前已完成了中区和西区的施工，包括挑空

栈道、老站房、铁轨安装、火车车厢、广场、绿化、

乔木、月台等项目内容，东区预计今年

10

月底

开始施工， 明年春节前完工。 建成后的铁路公

园， 将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人文景观有机融合

在一起， 未来不仅是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

去处，还是展示上饶城市脉络发展的一个窗口。

（ 记者 郑欢 整理）

孩子们在进行体适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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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压整治重大火灾隐患问题， 全力维

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日前 ，市消防安

全委员会决定对上饶市爱丁堡酒店有限公

司等

8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督办。

据了解 ，

8

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分别为

上饶市爱丁堡酒店有限公司、江西耐康实业

有限公司 、鄱阳县名都酒店 、江西昱星饰品

有限公司、 广丰区诚誉纺织品有限公司 、玉

山县后山幼儿园 、德兴市凤凰家居城 、余干

县广森服饰厂。

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

介绍， 他们要求被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所在县（ 市 、区） 要成立由政府领导牵

头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的组织机构 ，认真

研究制定隐患整改方案，明确隐患整改的主

责部门 、配合部门和整改时限 ，督促相关部

门 、隐患单位落实隐患整改责任 、资金和措

施，狠抓隐患整改。 整改期间，他们要求各地

商务、住建、应急、消防、城管、市管、教育、文

广新旅、工信和供电等部门要充分履行部门

职能 ，加大执法力度 ，对未按期整改销案的

隐患单位 ，依法从严处罚 ，该罚款的必须罚

款，该关停的必须关停。 隐患整改期间，要督

促隐患单位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坚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 为了切实消除重大火灾隐患，我们将组

织媒体对此次挂牌督办的

8

家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进行集中曝光，大力宣传火灾隐患的严重

危害性，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隐患排查整

治。 ”该工作人员说，除此之外，还将统一制作

“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警示牌，悬挂在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醒目位置，保障群众知情权，方便群

众监督。 同时，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工作不

力、失职渎职，导致隐患未能及时消除或造成

火灾事故发生的，将依法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

工作人员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展开检查

施工人员正在对公厕进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