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日前，
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关于调
整 2017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
缴存额上、下限的通知》。据悉，2017
年度，南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按单

位、个人各 12%执行，月缴存额上限为
3948元（含单位、个人两部分），下限为
260元（含单位、个人部分）。

记者注意到，与南昌市 2016 年度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月缴存额上、下

限相比，2017年度，该市公积金除月缴
存额上限由2016年度的3464元上调至
3948元以外，其他系数均未发生调整。

按照有关要求，南昌市各单位应以
2016 年（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 2017年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2017年住房公
积金缴存年度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年度内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额核定后不再变更。

南昌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调至3948元
2016年度为3464元 其他系数未调整

初夏时节，德兴市池口村的荷塘荷花初绽。碧绿的荷叶、娇艳的荷花与现代徽派建筑相映
成趣，吸引了不少游人。

据悉，近年来该市按“山清水秀、村容整洁、民风淳朴、留住乡愁”要求，在道路沿线打造生态
休闲观光带，全力推进“旅游+”模式，助力百姓致富增收。 通讯员 董世超摄

近日，万载县黄茅镇军屯村农民种养合作社种植的近百亩玫
瑰迎来采收期，花农忙采摘、晾晒、加工玫瑰花。据了解，这个玫
瑰种植合作社是一处集玫瑰种植和玫瑰茶、玫瑰香、玫瑰精油生
产以及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产业园，不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
成为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示范样本。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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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6月9日，我省
首场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考试开考。据悉，考试
内容分全国公共科目和区域考试两场，均采取
机考模式，当天38人参考，仅16人过关。

网约车新政实施以来，申报从业的个人
情绪高涨。据悉，截至 6 月 9 日，南昌共受理
454 名驾驶员申请从业资格。在 9 日的第一
场考试中，来自滴滴网约车平台的司机共 40
人报考，2人缺考。38人参与考试，最终 16人
通过。其中《全国公共科目》18人合格，合格
率为 42%。随后，18人参加《区域科目》考试，
16人合格。

“如果认真学习了，应该能通过。”通过考
试的学员万青告诉记者，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内
容由交通部命题，为全国通用考试项目；区域
性考试内容是考核当地的城市地理位置、文
化、风俗等独特内容，由各地自行命题。“如果
靠自学还是有点难度，考前我参加了培训班，
老师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这批通过的 16
个人都是培训班同学。”

为帮助司机更好地考试，滴滴平台在南昌
的线下合作伙伴江西省永鸿汽车租赁服务有
限公司开展了免费为网约车资格考试的考生
报名活动，并开设模拟考场和培训班。

永鸿公司培训中心负责人杨丽表示，全国
公共科目考题有 85道，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网
约车驾驶员职业道德、安全行驶、驾驶人行为
习惯及网约车相关法律法规等（题目从题库中
随机抽取），总分 100分，考试时间 60分钟，得
分80分以上为合格。南昌区域类科目共有60
题，主要有南昌地方网约车方面的政策法规、
市区人文地理、主要道路路线名称及安全驾驶
等相关知识（题目从题库中随机抽取），总分

100分，得分80分以上为合格。
“从首场考试的通过率看，全国公共科目

试题有点难度。试题包括网约车和巡游出租
车等方面的知识，部分司机可能只关注网约车
方面，忽略了巡游出租车的内容。此外，对南
昌市的地理知识、主要风景区情况、各县市主
要交道干道、标志性建筑等了解不够，导致丢
分过多。”

据悉，网约车司机可以到南昌市行政中心
或拨打0791-88600369免费预约报名，申请参
加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空巢老人喜过集体生日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向斌、金荪）“孩子

没在身边，平时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没想到
今天能过一个集体生日，太开心了。”一边吃
蛋糕，一边看节目，樟树市福城街道药市社
区空巢老人刘金兰心里乐开了花。6月6日，
刘金兰和该街道6月出生的20多名空巢老人
受授邀过了个难忘的集体生日。

近年，该街道政协工作组经常组织政协
委员走门串户体察民情。走访中，发现不少
老人子女长年在外，精神层面难以得到慰
藉。为此，工作组与社区（村）协商后，在每
个社区（村）都建起空巢老人活动室，配备电
脑、乐器、棋牌等设施，并与爱心志愿者经常
策划组织老人过集体生日，参与乐器表演、
棋牌竞赛等活动。此外，一些医疗界别的政
协委员还自发为空巢老人进行健康体检，并
为每名空巢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

雨水连绵 气温适宜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上周

六晚开始，南昌进入雨水集中期。此
轮雨水预计持续数日，但气温适宜。

气象专家称，6月以来，我省已出
现 2次区域性暴雨天气，江河湖库底
水增高、土壤含水量增大，加之本次
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
响范围广，出现城乡内涝、中小河流
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
未来数日，南昌每天有雨，最高气温
降至24℃。

12 日，南昌小到中雨转中雨，
23℃～27℃；13日，小到中雨转阵雨，
22℃～25℃；14 日，中到大雨转小到
中雨，21℃～24℃。

38人参考 试题有点难度

南昌网约车司机首考仅16人通过
包括网约车和出租车等方面的知识
要充分了解当地地理知识、主要风景区等情况

本报靖安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彭治
贤）6月 7日起，前往靖安旅游，若经昌铜高速
至南昌西站或昌北国际机场往返通行的，可
办理《高速免费通行办理通知单》，9月 1日起
试行免费1年的措施。

据了解，为推进全域旅游，靖安县日前决
定实行靖安经昌铜高速至南昌西站和昌北国
际机场往返免费通行措施。靖安县相关人士

表示，试行时间从9月1日至2018年8月30日。
免费通行费采用返还方式进行，车辆通行

时，收费网络中心在信用卡上先行扣除本次通
行费用，于当月22日前（结算当月1日－15日
通行费）和次月10日前（结算上月16日至上月
底通行费），由靖安县农业银行根据县财政局
划款通知将车主赣通信用卡被扣的金额全额
返还至车主对应的农行借记卡中，不计息。

经昌铜高速至南昌西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

靖安促旅游 通行高速可免费

考生须知

★报名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以及
复印件）；本人驾驶证（原件以及复印件）；
本人两寸白底照片3张（两寸白底免冠照，
照片底部带有身份证号码）；户口簿或居
住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那一页）。

★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的可直接
换取网约车从业资格证。

★从业资格考试未合格的驾驶员
可以参加补考，补考由驾驶员向原报名
的运管部门提出申请，运管部门对申请
人是否符合许可条件重新进行审核且
通过后，准许补考。不提出补考申请
的，不安排补考。补考由市级运管部门
根据考试情况组织安排，由各级运管部
门通知驾驶员考试时间、地点、考试须
知等。

昌铜高速靖安收费站－昌铜高速南昌西收费站（往返）；
昌铜高速靖安收费站－昌北国际机场收费站（往返）。免费通行路段：

在“靖安县人民政府网”或“靖安旅游网”
下载《高速免费通行办理通知单》《高速免费
通行资格证明表》→填好后到相关单位办理
《高速免费通行资格证明表》→靖安县高速
免费通行领导小组办公室（靖安县旅发委）

办理《高速免费通行办理通知单》→车主持
《高速免费通行办理通知单》、行驶证、身份
证、车辆强制保险单到靖安县农业银行办理
赣通信用卡、借记卡、免费安装OBU（ETC）
电子识别设备。

免费通行办理相关手续：

车主为省内外大型旅行社总经理、副总经理、
导游、媒体记者、省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的客运车辆；

全省各类旅游公司运输游客至靖安的特大
型、大型、中型客车以及南昌市、靖安县运输客
人的特大型、大型、中型客车；

车主为外籍户口，但在靖安县经商、办厂、
务工且办理了靖安县居住证人员，以及购置了
靖安县内商品房人员的客运车辆；

车主原籍靖安，现在外地工作、生活人员的
客运车辆；

车主为靖安县户籍宜春市牌照车辆（靖安
户籍、赣C牌照）；

车主为外籍户口，但在靖安县行政事业单
位或条管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客运车辆；

靖安县大中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客运车辆。
备注：以上人员的七座（含七座）中、小型客车

免费通行车辆类别：

交通·关注

本报高安讯 （记者刘斐）近日，高安市南
门皮家村皮小平夫妇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称
他们涉嫌一起洗钱案件，让他们予以配合，尽
快将款汇到指定账号。该市公安局独城派出
所民警得知情况后，快速查找，与时间赛跑，阻
止了这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避免群众 10
万余元的损失。

6月 3日 11时许，独城派出所民警接举报
称，有一伙“骗子”冒充公检法的执法人员，对

皮小平夫妇实施诈骗。民警立即联系皮小平
夫妇，可电话处于占线状态。民警只好联系皮
小平在广州的儿子，要其将此情况尽快告知父
母。民警数十次拨打电话，并发信息告知电信
诈骗惯用的手段及如何避免被骗方法，但皮小
平的儿子没有接电话和回信。

民警未放弃，继续拨打电话。10 多分钟
后，皮小平的儿子终于接听了电话。皮小平的
儿子立即将情况告诉了在高安的亲属。亲属

得知后，立即赶到皮小平家中，此时皮小平夫
妇已离开。亲属立即前往城区寻找，果然在前
往银行的路上找到了皮小平夫妇，当亲属告知
情况后，皮小平才恍然大悟，庆幸没有被骗。

原来，当日 9时许，皮小平夫妇接到自称
“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称他们涉嫌参与非法
洗钱，要定罪量刑。若要证明本人未参与，需
把银行卡内的钱存到指定账号上。老实的皮
小平夫妇，很少关注新闻，不了解此类诈骗手

段。听到自己涉嫌参与洗钱案后就慌了，听从
“电话警官”的指示，按对方所说没敢挂电话，
还将家中存款数额告诉对方。皮小平夫妇拿
着银行卡（卡内共有 10万余元），准备按骗子
的要求把钱转到指定账户。幸亏家属及时赶
到，阻止了他们。

5日 10时许，皮小平家属将一面印有“人
民卫士，热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独城派出所，
向民警表示感谢，并称以后会加强防骗意识。

急，拦截电信诈骗 民警与时间赛跑
险，幸亏联络及时 群众未上当受骗
经多方联系，在高安的亲属终找到当事人，避免逾10万元损失

南昌海关自助模式惠企
本报讯 （记者赵影 通讯员谭燕）日前，

记者获悉，6月 9日，捷德（中国）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在南昌海关驻昌北国际机场办事处
选择“自主申报，自行缴纳”的全自助模式申
报进口一批集成电路，货值 214万元。这种
自助模式是海关推出的一项新惠企政策，称
为“自报自缴”。

据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报自
缴”是海关为引导企业守法自律，提升通关
便利化水平开展的税收征管改革。由进出
口企业“自主申报，自行缴纳”，让进出口货
物申报就像银行自助取款、公交 IC卡自助充
值一样便捷。新模式下，企业在电子口岸客
户端自主申报，系统自动计算应缴纳的税
款，企业完成税费缴纳手续后自动放行。据
悉，进出口企业足不出户就可完成自助申
报，极大降低通关时间和贸易成本。

南昌成立关爱环卫工慈善机构
本报南昌讯（记者刘斐）6月11日，南昌

慈善义工协会关爱环卫工人分会在南昌成
立，南昌慈善义工协会为百花洲街道城管办
的 20名环卫工人捐赠绿豆、冰糖、毛巾等爱
心物资。

南昌慈善义工协会副秘书长冯中阳表
示，长期以来，广大环卫工人用辛勤的劳动
换来城市的清洁和美好，为营造舒适、整洁
的城市环境做出了很大贡献。南昌慈善人
士认为，关爱环卫工人分会的成立，可以有
效地推动建立起有组织、有制度、有专门义
工负责的关爱环卫工人义工服务体系，为环
卫工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义工服务。

汪山土库文化研究会成立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6月10日，汪

山土库文化研究会在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
乡挂牌成立。会上，来自四川、北京、上海等
地专家共同解读“汪山土库程氏家族的家风
家训”，他们认为程氏家风密码就是“忠、孝、
廉、节”的四字祖训。

汪山土库是新建区大塘坪乡大户程氏家
族的大宅院，近200年来，汪山土库以家规优
良和名流辈出而闻名，特别是清道光年间出
现了程矞采、程焕采、程楙采三兄弟同为地方
督抚的盛况，人称“一门三督抚”。汪山土库
文化研究专员潘后军认为，程氏家族祖先有
一套家教、家训、家规和家法，培养成良好家
风。忠、孝、廉、节是汪山土库程氏家族家规
家训的精髓，告诫程氏族人对国家要忠，对长
辈要孝，当官要清廉，做人要有气节。

脚卡古树 消防官兵巧施救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近日，南昌市

新建区金桥乡清淇小学附近，几名小学生爬
树时，一人的左脚卡在树洞里，拔不出来，老
师忙拨打119求助。

据介绍，6月 9日 14时许，消防人员到现
场后了解到，被困的是一名小学生，左脚被
卡在一棵古树的树洞里，距地面约 1 米高。
据悉，这是一棵300年的樟树，树身挂有国家
二级古树标牌。

消防官兵该如何既能救人又保护古樟
树呢？据参与救援的长堎消防中队万姓指
导员介绍，救援人员分两组，一组安抚保护
被困学生，一组人员用电动液压扩张钳对古
树腐木进行扩张，逐渐拔出被卡的左脚。数
分钟后，将被困小孩救出。与此同时，古树
也没有受到“伤害”。

交通·资讯

花开满眼“钱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