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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濛

）日前，由国

家体育总局举办， 在湖北武汉举行

的

2018

年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中， 上饶师范学院女教工代表队在

全国

59

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 获得

特等奖。

据了解， 全国广场舞大赛以倡

导科学、文明、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为目标，是全国最权威、影响力

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群众认可度最

高、参与人数最多的广场舞赛事。 大

赛分海选赛、分站赛和总决赛，覆盖

全国

31

个省（市、区）。 总决赛是

2018

年全国广场舞大赛的收官赛， 分规

定套路和自选套路进行，设特等奖

2

名、一等奖

4

名和二等奖

10

名。 比赛

中， 上饶师范学院女教工代表队以

一曲《丝绸之路》的规定套路和《唱

脸谱》的自选套路，获总分第二名，

摘得特等奖。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张品龙

记者

洪鹏

）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信州

公安分局广场警务站接报警称，信

州区赣东北大道亿升广场南座

10

楼

有人被困电梯内，需要民警帮助。 广

场警务站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

场，因亿升广场南座有多部电梯，不

知被困人员具体位置， 遂立即联系

亿升广场物业。 经民警与被困人员

隔门喊话， 确认有一名老人被困在

地下负二层。

考虑老人此时肯定很焦虑，为

了尽快将老人及时救出， 民警一边

与老人交谈稳定其情绪， 同时密切

配合物业人员使用钥匙强行打开电

梯门。 电梯门强行打开后，老人看着

眼前的民警，长长舒了一口气，并露

出了喜悦的笑容。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李以民 周志

强

摄影报道）走进广丰区黄家淤村的

丰溪山水田园综合体景区，一幅秀丽

的江南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

潺潺流水

在鹅卵石铺就的坝体上划出优美的

弧线；岸坡上，白墙黛瓦的庭院掩映

在树林之下， 尽显江南水乡的儒雅

……

广丰区丰溪街道黄家淤村地处

丰溪河城区段上游， 这里河面开阔，

交通便捷， 且可与丰溪国家乡村公

园、广丰现代农业示范区景区连接成

片。广丰区政府依托这里独特的资源

优势

,

以丰溪河流域为单元，将流域

内山、水、林、田、湖、路、村等各要素

作为载体，实施丰溪山水田园综合体

景区建设，已成为广丰区旅游景区的

一张亮丽名片。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

道）

12

月

3

日零时， 广丰区大南往玉

山县方向一辆货车轮胎着火， 广丰

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迅速组织

14

名救援人员分乘两辆救援车赶赴

现场处置。

救援人员到场后经侦查询问，

了解到主要是一辆正在路上行驶的

货车轮胎着火， 过火面积约

6

平方

米，所幸发现及时，尚未发生人员损

伤。救援人员随即展开扑救，并成功

将明火扑灭。

师院女教工队获

全国广场舞大赛特等奖

关于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政策的提醒告诫函

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

：

根据《上饶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试行)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

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特对我市中

心城区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提出

如下提醒告诫：

一、 各机动车停车服务经营单位要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

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

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价格法律法规

及政策，具体要求如下：

1. 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场所应在

入口处及缴费地点的显著位置， 以公示

牌、公示墙等方式标示机动车停放服务的

收费内容，实行明码标价。

2.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明码标价的

内容应包括:停车场名称、经营单位名称、

地址、定价方式、收费依据、收费单位、计

费单位、收费时段、收费标准、停放车型、

免费停放时限及条件、 价格举报电话、经

营单位的服务监督电话。

3.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停车

场，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应严格按照

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标示，不得扩大收费

范围或附加其它费用。

4.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场，调

整收费计时及标准要把握好价格调整的

力度、节奏和时机，避免在敏感时间点进

行收费计时和价格调整带来不良影响。

5.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明码标价公

示牌规格大小可因地制宜， 但应做到清

晰、醒目，并符合动态管理和长期置放的

要求。

6. 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不得

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二、 各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单位要

做好员工政策培训， 自觉规范价格行为，

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工作， 接受社会监

督。 对违反上述规定且经提醒告诫仍未

整改的，将依照《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

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及《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罚。

上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老人困电梯 民警助脱困

货车起火

消防除险

广丰丰溪田园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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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娅婧

记者

吴淑

兰

)

近日，上饶市妇幼保健院顺利

获得“产前诊断中心”资质，是全

市唯一一家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

中心。

据了解， 产前筛查与产前诊

断是降低出生缺陷的首要保障。

自国家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以

来，高龄孕产妇数量明显增加，发

生出生缺陷的风险相应增加。 孕

妈妈要认识到产前诊断的重要

性。 通过产前诊断可发现一些严

重的遗传性疾病和残缺儿， 诊断

后可终止妊娠， 以减少严重结构

畸形及染色体异常新生儿的出

生，提高人群健康素质，达到优生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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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上饶市

中医院获悉，该院以“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将

建设中医药文化绿植园、 打造中

医药文化长廊、开办特色国医堂、

建设中医药文化展示厅、 举办中

医药文化大讲堂

,

着力打造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将中医药

文化充分融合于环境、 建筑和医

院管理及软环境建设中， 渗透在

中医健康指导、 养生保健、 治未

病、病期疗养、病后康复的业务发

展中，传播中医药健康理念，扩大

中医药文化社会影响力， 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 （

吴淑萍

）

市中医院

打造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

市妇幼保健院获得

“产前诊断中心”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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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 正值国家

宪法日。 上饶高速公路路政管理

支队五大队携手横峰县人民法

院、铅山县公安局新滩乡派出所，

在大队开展成立巡回审判点和警

务室的挂牌仪式， 成为江西路政

总队首例同时搭建“法路

+

警路”

平台的路政大队。（

郑源

）

上饶高速路政搭建

“法路

+

警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