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江西网记者 李志强

日前南昌某高校一名学生反映，
南昌红谷滩前湖大道的“学府考研”
培训机构无办学资质，在附近各大高
校招收考研学员。对此，南昌市红谷
滩新区教育主管部门证实“学府考
研”无证办学属实，红角洲管理处社
发办将介入调查。

无办学资质且造假录取榜？

南昌某高校大三学生小许近期
正在筹备考研，面对参差不齐的考研
培训机构，他不知该如何选择。前不
久，看到学府考研在校园里打出“学
校唯一合作机构”的广告横幅，他决
定去看看。

“既然与我们学校有合作，那应
该很靠谱。”当时，小许抱着期待的心
理，来到位于前湖大道梦立方广场 14

楼的“学府考研”进行咨询。该机构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在南昌考研
培训界深耕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培
训经验以及资深教师培训团队，最重
要的是有事实依据说话——90%以上
学员被 985或 211研院录取。小许告
诉记者，为了让他相信这一数据，工
作人员拿出一份“2017 年录取学员
榜”，上面列出 2017 年该培训机构部
分学员考上名校的榜单。

“看到满满一整页的录取名单，
当时有点动心，差点当场报名。”不
过，小许还是想考虑一下。回去后，
他登录多所名校的官网查询研究生
录取名单，发现“学府考研”的录取榜
并不完全真实。“有的学员没有在名
单上，有的学员是往届考上的，并不
是2017年。”小许说。

此外，小许还发现，“学府考研”
只是一家咨询机构，并没有从事教育
培训的资质。

承认未取得民办学校许可证

11月 12日上午，记者来到“学府
考研”，多个教室传来上课的声音，负
责人廖保对记者证实考研学员正在
上课。

“我们机构有相关证照。”廖保拿
出了一份营业执照，记者看到，注册
显示南昌保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为：教育咨询；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展览展示服务等，未提及
教育培训。

是否有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
可证？对此，廖保表示，从办学以来
一直在向教育部门申领，目前还未办
妥。她告诉记者，自己是西安学府考
研的加盟商，使用的是西安总部的办
学许可证。

随后，她将西安总部的办学许可
证照片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该份
办学许可证注明有效期限为３年，第

一个年检章时间为 2013 年 4 月 1 日，
上面已经加盖了 4个年检章，显示该
办学许可证已过期。

红角洲社发办将介入调查

红谷滩新区教育体育管理局相
关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府考
研”属于红谷滩新区辖区范围，按照
规定应在辖区内教育主管部门办理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但该培训机构
并没有办理该证。该工作人员还说，
即便该培训机构西安总部有办学资
质，其资质证不能跨区域使用，必须
重新在辖区教育主管部门申领。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府考
研”涉嫌无资质办学行为，由红谷滩
新区红角洲管理处社发办具体负责
处理。

红角洲社发办一名邓姓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表示，将介入调查。

近日，奉新县读者吴先生反映，
2013年他通过了九江市事业单位招
聘招录考试，成为永修县一名在编
员工。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家中父
母无人照顾，他按程序报考并通过
了 2017 年宜春市事业单位招聘考
试。

经面试、体检、公示等一系列程
序，他如愿被奉新县一个事业单位
正式录取。然而在他办理调动手续
时，永修县人社局以“5年服务期”未
满为由予以拒绝，并口头告知他在
永修县的服务期还少一年，其调动
系违约，要缴纳 1万元，否则不予办
理。目前，永修县在职人员编制系
统未能删减他的编制，而奉新县又
无法对他补编。他不知永修县人社
部门此举是否合规。

对此，永修县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解释，自 2012 年起，该县对新聘

用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时，已明确告
知服务年限要满 5年等情况。近几
年，该县事业单位新进人员流动性
较大，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浪费了
当地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经研
究，在当地工作服务不满 5 年的新
进人员调动工作，均按照 2017 年 8
月拟定的《永修县事业单位聘用合
同》内容执行，对服务期不满 5 年，
且确因个人特殊情况需要调离的，
要交一定的违约金，以缓解该县人
才流失严重带来的压力。所有违约
金列入该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所需费用。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素”：位于南昌象湖新
城的新洪城大市场通往八月湖路
段 是 周 边 群 众 通 行 的 一 条 主 干
道，当前该路段虽处于修建改造
状态，但车流不断。由于该路段未
安装路灯，影响机动车安全通行，
当前已造成数起交通事故，给居民
出行造成了较大安全隐患。

南昌县莲塘路灯管理所回

复：经我所现场勘查，八月湖路中
段的金沙大道至金沙二路路段的路
灯系原有路灯，能正常使用，而金沙
二路至沿江路路段处于建设改造
中，管线管网及路灯基座等设施尚
未预埋到位，我所无法穿线安装亮
灯。对此，我所已督促道路改造施
工单位加快管线预埋工作。待道路
施工完工后，我所将快速对该路段
实施通电亮灯工作。

五年服务期未满可否跨县调动？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违章扩建现象严重 城管执法“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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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湖重要道路无路灯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安居”：近日，吉安市
区的印象城小区有几名业主公然
侵占公共绿地，在一楼违章扩建
私人建筑，而小区物管对此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辖区城管部门虽
下达了处罚通知书，但只是走走
过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致使违
建现象愈演愈烈。小区公共用地
被疯狂乱挖，不仅影响居住环境，
还有安全隐患。请有关部门严格
依法依规处理。

吉州区习溪桥街道城管执

法大队回复：根据市民举报，我大
队确实发现印象城小区 1 栋 102、
103室业主破坏了小区绿地，正在扩
建私人庭院等违章搭建物。辖区中
队已就此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
（章）行为通知书》，责令业主立即停
止违法（章）行为，并予以恢复原状，
同时还要求该小区物管公司加强对
小区环境管理。当前，我大队已上
报相关政府部门，请求联合执法，依
法依规处理业主违章扩建行为。

群众反映：我是浮梁县江村
乡小学教师，今年 1 月被聘为小
学高级教师，５月到龄退休。按
道理，退休工资应该按高级教师
的标准，而不是2014年一级教师
工资标准。

浮梁县委办公室回复：经了
解，我省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执行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中人
中办法”。2014 年 9 月以前退休

人员属于“老人”，按照原有政策
办理；2014年 10月至 2024年 9月
30日期间退休人员属于“中人”，
按照2014年9月的工资基数计算
退休费。

尽管你今年 1月被聘为小学
高级教师，但退休仍按 2014 年 9
月的小学一级教师待遇审批。你
小学高级教师待遇和 2014 年 10
月以后的增资部分，待省人社厅
出台相关政策后，将从退休之月
起补发。

退休工资按什么标准算

邮箱：317737603@qq.com
电话：0791-86849791
新浪、腾讯微博@童梦宁

本报记者 童梦宁

群众反映：今年年初我在南
昌购买一套商品房。因本人在
北京工作，北京市提取公积金要
求出具首付款发票，不认可江西
省国家税务局的通用预收款收
据，致使无法提取。

南昌市国税局回复：经核
查，自 2016 年 5 月 1 日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工作以来，房地产
业由原先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
增值税，根据房地产企业经营特
点，江西省国税局开发了“两业”

管理系统，并印制有江西省国家
税务局监制的通用预收款收据，
供房地产企业在预收房款时开
具给购房者。购房者在办理相
关事项时，有关部门对该通用预
收款收据应予以认可。

但由于该通用预收款收据
属于我省出台的政策，适用于省
内范围，其他省份不一定认可。
针对该情况，南昌市国税局协调
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 2016 年第 53 号公告规定，
可为您补开发票。

异地为何无法提取公积金

同患重疾爸爸放弃治疗

程瑶瑶是乐平第四中学八年级学
生，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弟弟，一家 4口
靠爸爸在外务工维持生活。去年，灾
难多次降临到这个家庭，先是正值壮
年的爸爸被查出患有肺癌，接着程瑶
瑶又被医院诊断患有骨髓瘤。

程瑶瑶的妈妈患有先天性视力障
碍，视力很差，无劳动能力，弟弟还在
上初中。家里突然有了两个重病患
者，本就贫困的家庭实在无钱治疗。

乡邻通过多种方式捐助，浓浓爱
心汇聚一起。很快，几万元善款筹到
了。为了保全女儿，爸爸做了一个艰
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治疗，把有限的钱
用于女儿治病。程瑶瑶在上海第六医
院住院后，因病情严重，不得不接受了
截肢。更不幸的是，她爸爸于今年 1
月离开了人世。

后续治疗还需20多万元

截肢后，程瑶瑶一直跟着妈妈在

外婆家休养。医生告诉瑶瑶，她的病
如果要治愈，还要定期化疗和康复，后
续治疗费还需要 20 多万元。之前为
了治病，她们已经借遍了亲友。

当地公益组织——“乐益”志愿者
协会为程瑶瑶发起了募捐和义卖。然
而离治疗、康复所需的天文数字还差
得很远，瑶瑶和外婆一筹莫展。

前不久，北京 UU 公益组织的清
幽女士到乐平开展助学活动，得知程
瑶瑶的情况后，与团队商量，决定接力
帮助程瑶瑶。清幽在腾讯的 we 救助

平台上为程瑶瑶发起了募集，同时鼓
励她要坚强。清幽女士说，这个坚强
不是忍住疼痛，强作笑颜，而是要行动
起来。清幽女士给瑶瑶讲了很多励志
的故事。

让程瑶瑶意外的是，她还收到了
感动中国人物、脑瘫患者张云成寄来
的一本他写的书《假若我能行走三
天》，这让原本处于绝望、悲伤的程瑶
瑶一家人，突然间有了勇气。她们一
边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一边开始自
救。

坚强卖菜获网友点赞

病情稳定之后，辍学在家养病的
瑶瑶有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念头。

乐益的志愿者为她们借来一辆三
轮车，每天外公或者邻居会帮忙批发
一些蔬菜回来，程瑶瑶就拿这些菜到
乐平西门市场去售卖。外公外婆还要
打工，所以这个菜摊大部分的时间只
能由瑶瑶自己来打理。

坚强的程瑶瑶学会了使用传统的
杆秤，她还可以拄着拐给顾客送菜，有
时还能去批发市场，绑着绳子托着菜
筐批菜……

慢慢地，瑶瑶能赚钱了，少的时候
每天能赚几块钱，多的时候能赚四五
十元。多赚一分钱，就多一分希望。

一名在程瑶瑶的菜摊买过菜的网
友将此事发布了朋友圈，立即获得大
量点赞和转发。网友“爱睡懒觉的宝
宝”评论：“支持程瑶瑶，她的菜摊具体
在哪儿，我也去买她的菜”。网友“果
果和特特”评论：“我欣赏那种自强自
立自救的，自己越坚强，越容易得到帮
助，我就愿意多走几条街去买她的
菜”。

困难面前，程瑶瑶没有低头，她靠
卖菜自食其力，加上爱心人士和志愿
者的帮助，下一次的化疗费用总算有
了着落。11月 13日下午，程瑶瑶再次
前往上海第六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截肢少女卖菜自筹后续治疗费
感动众网友：我愿多走几条街帮助坚强女孩

“学府考研”涉嫌无证办学
教育部门称属实 红角洲社发办将介入调查

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名，自古
以来系珍馐美肴。因其栽培技术难度
较大，市场行情不太稳定，目前我省仅
有紧邻福建的宜黄、黎川、南城、乐安
等抚州县区及鹰潭几个县区有菇农从
事竹荪种植。今年年初，已有十余年
种植经历的于道明、袁秋生等7户菇
农115亩竹荪首次遭遇菌种大面积死
亡，损失达100余万元。死亡原因是
菌种问题还是种植技术问题呢？菇农
与菌种商各执一词。省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携鹰潭、抚州两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多次进行调查取证，始
终未能查出“元凶”，10月上旬启动行
政调解程序，促成菌种商补偿7户菇
农17万元。

各执一词 首次启动行政调解

来自抚州、鹰潭不同县区的于道
明、吴永忠等 7户菇农向记者介绍，他
们的竹荪种植技术基本是向福建菇农
学的，目前已有十几年的种植经历，每
年所用的菌种均从南城县菌种商雷明
根的育种基地购买，一直以来安然无
恙。今年，他们将购买的同一批次菌
种下种数月后，均发现菌丝发黄萎缩，
菌种大面积死亡，而雷明根未到现场
技术指导，他们认为，菌种死亡的原因
是菌种有质量问题。

雷明根则表示，他每年培育并销
售菌种的数量达 80余万包，客户数万
人。十余年来，菌种大面积死亡的事
他也是首次见到，而其他菇农却没有
相同遭遇。据此看来，应是他们的种
植技术造成菌种死亡。

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
胡仲明表示，菇农与菌种商的观点都
有一定道理，根据调查取证及专家分
析，因菌种下种几个月后才发现死亡
等现象，很难查清真正原因，无法做出

科学裁定。因此，双方都应退让，共同
承担损失。他说，双方均不具备科学
种植及管护的技能，仅凭传统经验操
作，都有一定的风险隐患。

“冷门”产业 难觅专家指导

于道明、吴永忠等 7户菇农直言，
就香菇、平菇、草菇、茶树菇等常见食
用菌，当地相关部门经常组织科研专
家前来传授技术，唯有竹荪种植成了

“冷门”产业，十余年来，鲜见专家亲临
指导。他们渴望能学习并掌握到科学
栽培及管护等技能。

近年来，宜黄县的竹荪种植规模
越来越大，面积达全省之最。该县农
业局经作站站长熊怡文向记者介绍，
该县规模化种植竹荪的历史约有 15
年，每年递增，当前已达 8000余亩，涉
及 2000余农户，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一大种植产业。他坦承，当地菇
农也屡遭种植、管护等方面的险情，通
常职能部门邀请合作社数名竹荪种植
大户以“土专家”身份，集体献计献策，

力求有效“排险”。
记者经多方咨询，了解到省农科

院及江西农大均设有菌种研究机构，
其中省农科院农业应用微生物研究系
国家级江西省食用菌工程技术专家服
务基地。

省农科院农业应用微生物研究所
副所长张诚研究员、江西农大生物科
学与工程学院陈明辉博士向记者表
示，竹荪成长习性与其他食用菌不同，
栽培料配方及种植技术有特别的讲
究，其菌丝生长也慢。他们的专家团
队主要针对香菇、平菇、茶树菇、草菇
等大宗类食有菌，到各产地常态化开
展科学栽培技能传授及指导活动。而
竹荪市场价格波动大，如去年的竹荪
干品价格每公斤为120至140元，今年
则为每公斤200元，全省种植规模相对
要少，平时未遇到竹荪种植户、合作社
或相关职能部门向他们咨询，因此，他
们几乎未针对竹荪种植、培育技术开
展指导服务。他们表示，如果有需求，
会配合地方政府为菇农提供科学技能
指导服务。

种植115亩竹荪首次遭遇菌种大面积死亡

菇农损失惨重 获赔17万元
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首次启动行政调解程序

11月 12日
清晨，乐平市西
门菜市场，15岁
的女孩程瑶瑶
拄着拐，称菜、
收钱、找零……
稚嫩的脸蛋与
娴熟的卖菜动
作并不相符。

这是一个
不幸的家庭：父
女同一年被查
出患有重疾，爸
爸放弃治疗，女
儿程瑶瑶为保
命选择了截肢。

通讯员通讯员柴有江柴有江摄摄瑶瑶去市场批菜瑶瑶去市场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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