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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实习
生洪紫凝）6月 29日晚以来，我省
北部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强降雨
主要出现在赣北北部，局地出现
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方伴有雷
暴，崇仁、进贤等 12 县（市）出现
8～9级雷雨大风。我省高温天气
逐渐缓和，7月 1日最高气温赣北
为 26℃ ～29℃ ；赣 中 为 29℃ ～
31℃；赣南为33℃～35℃。

预计 7 月 2 日，我省北部仍

有较明显降雨天气，局部有大到
暴雨。

3 日，赣北多云间阴，部分有
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
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雨；赣中
赣南多云间晴，局部午后有阵雨
或雷阵雨。

4～6 日，全省大部以晴热高
温天气为主，局部午后有阵雨或
雷阵雨。日最高气温 34～36℃，
局部超过37℃。

再说说南昌天气，预计本周
前雨后晴，前期有一次降水过
程。其中 2 日中雨，局部大到暴
雨；3日阵雨转多云。中后期以晴
热高温天气为主。

气象专家提醒，需注意防范
局地强降水的不利影响；近期雷
电活动频繁，需注意做好雷电灾
害防御。3日以后，我省晴热高温
天气再度发展，需注意做好防暑
降温和水电调度工作。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炎
炎夏日又要来到，意味着南昌即将
开启用电高峰。7 月 1 日，记者了
解到，预计今年南昌电网最大用电
负荷达到 438 万千瓦，南昌地区将
存在18万千瓦电力缺口，且部分地
区会出现局部用电紧张情况，为
此，南昌市近日编制了《南昌电网
2018 年有序用电预案》，确保供电
地区内重要场所和居民正常用电。

用电受季节影响大
今年一季度，南昌全社会用电

量 54.35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4.62%，一季度全网最大用电负荷
380.3 万千瓦，同比增长约 76 万千
瓦，增长率 25%。在 1 月 27 日至 2
月 1日期间南昌共组织本地区 212
家企业实施了有序用电，单日最大
错避峰负荷 45.48 万千瓦，成功保
障了江西电网的安全运行和电力
的有序供应。

“夏天已经到来，去年全市最
大用电负荷在迎峰度夏期间屡创
新高，达到 401.4 万千瓦，同比增
长 12.34% ，最 小 负 荷 66.92 万 千
瓦，最大峰谷差 169.8 万千瓦。”南
昌市相关人士表示，这体现出南
昌地区负荷特性受气候影响较
大，主要表现在夏、冬两季因空调
负荷爆发式增长，而导致全网负
荷不断增高，且在持续高温天气
影响下，南昌部分供电区域会出
现用电紧张情况。

据了解，去年迎峰度夏期间，
南昌红谷滩区、新建区和象湖地区
主要以商业和居民用电为主，夏季
降温负荷增长较快，且由于电网结
构原因，承担该区域供电的 110 千

伏红谷滩变、沙井变、长堎变和邓
埠变出现不同程度的过载情况，负
荷无法转移，因而组织实施了局部
有序用电。

最大负荷达438万千瓦
今年，南昌主要集中在红谷滩

和老城区的商业、办公和居民用电
增长，以及南昌经济开发区、高新
开发区、小蓝工业园区和临空经济
区等工业园区的用电增长。在
2017年至2018年3月期间，南昌地
区共完成新建变电站 5 座，扩建改
造主变14台，新增变电容量92.6万
千伏安，有效释放了部分用电需
求，加上自然增长等因素，预计南
昌电网 2018 年最大负荷将达到
438万千瓦，如遇高温极端天气，用
电负荷还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南
昌地区总体供需平衡，但局部区域
仍存在用电紧张的情况。

为此，南昌市近日编制了有序
用电预案，南昌电网最大按照 60.8
万千瓦电力缺口编制方案。预警
等级按电力缺口严重程度分为Ⅳ
级、Ⅲ级、Ⅱ级和Ⅰ级共四个等级，
分别对应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
级预警信号。

出现电力缺口Ⅲ和Ⅳ级，要求
局部供电受限区域内所有商场、超
市、办公、娱乐等场所严格控制空调
温度（建议夏季 26℃ 以上，冬季
18℃以下），减少照明，节约用电；并
停用所有景观灯、广告用霓虹灯；同
时要求供区内基建施工暂停用电；
出现电力缺口Ⅰ和Ⅱ级时，在上述
措施基础上，停用全部扶梯，娱乐场
所调整营业时间，在有序用电期间
用电高峰时段停止用电。

“来来来，天气
炎热，大家吃片西瓜
解解暑……”6月29
日，南昌市最高气温
达 35℃，湾里区幸
福街办招贤社区志
愿者们为该辖区的
建筑工人送去西瓜
和防暑用品。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高温“考”电网 重要场所和居民用电为保障重点
预计有18万千瓦缺口 南昌编制有序用电预案

周三起 晴热高温卷土重来

送西瓜
解酷暑

“6月初，我办了一个联通 4G本
地套餐手机号码，专门用于上网。我
从未用该号码拨打过任何电话，更未
订购其他增值业务，可临近月底时，
我预存的话费中被莫名扣了5元‘联
通在信’费用。”6月 28日，南昌市民
晓晨（化名）向本报反映他遭遇的手
机隐蔽扣费一事，心里满是疑惑。

他说，10010 客服就此回复“既
然没订购，可申请取消”，而就运营
商在机主未订购增值业务，且未与
机主有过任何沟通或告知的情况
下，为何堂而皇之收取服务费等相
关疑问，联通客服始终回避。

据了解，“联通在信”是中国联
通基于短消息平台的一项信息订阅
和点播增值业务。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联通用户因“联通在信”被订
购而被隐蔽扣费的现象并非个案。

在相关论坛、贴吧、微博等社交平
台，频频可见一些省内外联通用户
吐槽，称自己或中老年亲友的手机
号总是莫名其妙被植入“联通在信”
业务，并被额外扣费。

消费账单无法让人理解
面对记者采访，晓晨登陆联通

网上营业厅，打开其手机尾号为
1358的个人账户页面，查询到 6月 1
日至 28 日期间，他的实时话费为 10
元，含 4G 本地套餐费 5 元、“联通在
信”-信息费 5 元；6 月 20 日 22:43 订
购/使用“联通在信”，使用时长0秒，
费用为 5 元。而当晓晨与联通客服
电话交涉后，发现“免费体验”增加
了一栏，显示 6 月 23 日 9:37 订购/使
用“联通在信”，使用时长 1 秒，费用
为 0 元，但“SP 名称”一栏注明该项
业务为“全网取消”。

晓晨表示，他使用该手机号不
到一个月，若他真的于 6 月 20 日晚
订购了“联通在信”业务，为何使用
时长是0秒而根本未使用过呢？6月
23 日上午“联通在信”既然已被“全
网取消”，仅为“免费体验”，而截至6

月 28 日，他的账单为何仍被扣了 5
元“联通在信”信息费？就这些疑
问，当前的消费明细账单均无法让
人理解。

客服称为“系统问题”
6 月 28 日 下 午 ，记 者 拨 打

10010，想需进一步了解晓晨所遭遇
的隐蔽扣费原因。6月 29日、30日，
工号 9119、9118 两位客服先后回复
记者。

据她们介绍，尾数 1358 的手机
号码是晓晨于 6月 5日新开通的，而
该号码此前的机主曾订购“联通在
信”业务，去年 3 月份注销时，“系统
未做清除”处理，导致新机主晓晨被
延续订购该业务，并被收费。日前，
客服已为晓晨取消了该项服务，并
申请将“多收”的 5 元费用退还。当
晓晨要求联通正式说明原因并道歉
时，遭到联通方面断然拒绝。

记者提出疑问，前机主“遗留”
的“联通在信”业务到底是其自愿订
购还是被订购的？是否有相关订购
凭证？“系统未做清除”是否导致所
有新机主“被订购”？9118 客服说，

订购凭证系个人隐私，客服部门拒
绝提供。就其他问题，她表示将反
馈相关部门，由对口部门予以解
答。但截至 7月 1日晚发稿，记者一
直未得到联通方面的解答，晓晨手
机被隐蔽扣掉的 5 元“联通在信”费
用依然没有退还。

中老年用户易中招
在众多网民吐槽“联通在信”违

规收费的信息中，记者注意到，中老
年用户总被隐蔽扣费“中招”。九江
籍网友“冰小浩 LOVE”在百度贴吧
发帖反映，他去年回乡过年时，年逾
七旬的奶奶告诉他，她使用尾数
3109的九江联通号码因“欠费”被停
机数月。他通过奶奶最近 5 个月的
话费详单查询，发现连续4个月被额
外扣了“联通在信”费用。客服就此
解释，其奶奶主动发短信给 1066 开
头的号码，订购了“联通在信”业
务。而事实上他奶奶日常中只是以
接听电话为主，根本不懂发短信功
能，且所使用的老年手机信息发件
箱显示为0。

众所周知，消费者享有知情权

和自主选择权，运营商有详细向用
户解释拟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情况的
义务，并由用户最终决定是否购买，
且有权拒绝强制交易或变相强制交
易。早在 2006 年 9 月，工信部曾发
布《关于规范移动信息服务业务资
费和收费行为的通知》，要求通讯运
营企业对用户申请定制包月类信息
服务，必须事先请求用户确认，未经
用户确认反馈，视为定制不成立，且
不得向用户收费。

江西红阳光律师亊务所律师李
小龙认为，作为提供通讯服务的运营
商，与客户建立的是一种通讯服务合
同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法律地位是平
等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
同法》规定，运营商如未取得客户同
意，擅自收取或代为收取费用是违约
行为，对没有接受服务的客户收取费
用更是违法行为，客户有权要求运营
商返还并依法赔偿损失。

记者调查“联通在信”业务隐蔽
扣费现象，引起了省通信管理局的
重视。6月29日，该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局已着手调查，将根据调查
结果，严格依法依规处罚。

未订购增值业务 为何还被隐蔽扣费？
联通南昌分公司客服：前机主订购，“系统未做清除”
省通信管理局介入调查 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罚

本报记者 童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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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
月29日，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通知，称该中心将积极与相关
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核查机制，逐步
简化公积金提取申请材料。此外，
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
将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南昌职工申请办理住房公积
金异地转入业务时，应当在南昌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连续正常缴存
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缴存
职工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要先办理个人账户封存。账户封
存期间，职工在异地开立住房公积
金账户的，可办理异地转移接续手
续；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非南昌户
籍职工，在个人账户封存满半年后
可凭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向公积金
中心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

据介绍，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

享核查机制，通过联网核查住房公
积金提取申请人的个人身份、户籍、
房产交易、就业、社保、婚姻登记、不
动产登记等信息，在确保提取住房
公积金的行为和要件真实准确的同
时，逐步简化提取申请材料。

《通知》提出，对违规提取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职工，记载其失信记
录，并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同时
限制职工本人2年内住房公积金提
取和货款资格，并向其所在单位纪
检监察部门通报。列为严重失信
行为的，依法依规向相关管理部门
报送失信信息。

此外，本月起，南昌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将协调公安、通信、城
管、网信等部门，集中开展治理违
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对违规提
取住房公积金的中介机构和其他
组织，依法予以查处。对涉嫌伪造
及使用购房合同、发票、不动产权
证书、结婚证等虚假证明材料的组
织和个人，追究骗提职工和协助职
工骗提的中介人员的法律责任，向
公安等部门移交问题线索，严肃依
法惩治。

南昌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

违规提取者列入失信“黑名单”

6月28日，新投入运营的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博能中心公共
停车场大大方便市民停车。近期，红谷滩新区利用公园绿地、
计划改造地块及控规预留用地新建停车场16处，新增停车泊
位7208个。未来3年内，红谷滩新区拟建设公共停车场45处，
新增停车泊位15000余个，进一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缓解停车难

我省新增一处环保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陈璋）日前，省环保厅发出

通知，决定将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
命名为科普类“江西省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省环保厅表示，南昌大学资源环境与化
工学院申请创建省级环境保护教育基地后，
按相关文件精神，经实地考核，该学院拥有生
态资源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教育部
鄱阳湖湖泊生态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
验室和江西省鄱阳湖综合治理与资源开发重
点实验室，环境教育条件成熟，可以充分发挥
环保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作用。

南昌为法院执行上保险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在执行案件中，

常常有胜诉一方因案件执行不能或执行不到
位而陷入生活困境，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
人经济损失等情形。为破解这种窘境，6月27
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分公司实现跨界合
作，签署了“执行救助+财产保全”保险服务项
目合作备忘录，为执行上“保险”。

双方约定，在执行救助保险期间内，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享有权益一方，在人民法院执
行过程中，因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经
法院审核批准，符合执行救助条件的，由法院
向保险公司申请执行救助，保险公司按照保
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固定赔偿限额为固
定保费的 110%。法院作为投保人，使用部分
救助基金作为固定保费。

在财产保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向人
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并经人民法院裁定
同意，如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经济损失
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
任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指导沙龙激发就业创业热情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近日，南昌市

青云谱区持续开展“才聚青云”毕业生就业创
业服务月活动，连续在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
术学院和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大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沙龙，为大学生就业创业保驾
护航。

据悉，此前青云谱区曾面向辖区大中专
院校的 160 名应届毕业生及历届未就业毕业
生开展问卷调查，涵盖会计、软件工程、汉语
言文学、轨道交通等20余个专业。在“您认为
求职过程中和就业初期自己可能面对的困
难”多选题中，有 55%的学生认为面试经验不
足，有 25%认为简历制作有困难，有 22%认为
没有信心适应工作环境。根据调查结果，青
云谱区着手安排就业创业指导沙龙，指导学
生理性择业、积极就业。

南昌县城推广垃圾分类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月 28日，南

昌县莲塘镇举办了“三项革命”启动仪式，正
式拉开“垃圾分类革命”“厕所革命”“烟头革
命”的序幕。

莲塘镇今年已经在王家精品社区、梦里
水乡社区、玺园社区等3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工作，2019 年在全镇所有小区、机关单
位、学校逐步推广垃圾分类。同时，莲塘镇由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全镇范围内所有旱厕
进行拆除，并确保每个行政村有水冲式高标
准厕所。“烟头革命”主要是针对“禁烟”工作，
将在居住小区、集贸市场、公园广场人口密集
区域等全面安装灭烟装置，不乱扔烟头，创建
无烟单位、无烟社区，逐步培育不在公共区域
抽烟，不乱丢烟头的好习惯。

南昌地铁3号线施工路段塌陷
本报讯（记者陈璋）6月309时，南昌发生

一起地铁施工路段塌陷事故，地点位于上海
北路与国威路交叉口。事故造成该路段车辆
通行速度缓慢，并无人员受伤。

据了解，经南昌地铁工作人员巡视，发现
事故处有地面沉降约 15 厘米，面积约 3 平方
米，位于地铁 3 号线 7 标国-青区间右线盾构
区间上方。经与交警沟通后，工作人员及时
进行围挡封闭，组织人员对交通进行疏导，并
请产权单位对周边管线进行排查，应急救援
设备中午到场。

根据初步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盾构在
掘进过程中对该处地层有局部扰动，加上前一
天晚上暴雨冲刷，导致地面沉降加剧。对此，
工作人员计划先破除既有路面、引孔注浆，同
时对周边土体进行探查，尽快恢复交通。

我省高速首开自助缴费通道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7 月 1 日，记者获

悉，我省高速首次针对小客车开通的自助缴
费通道开始试运行。

据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
费管理部经理欧阳新峰介绍，自助缴费通道
可以采用微信、支付宝、ETC 三种方式缴费，
我省还有南昌北收费站和南昌东收费站也开
通了自助缴费通道。“一个收费站暂时开通 1
个针对小客车的自助缴费车道，原来人工收
费，单辆小客车通行时间为30秒左右，而现在
自助缴费，车辆仅需10秒左右就可通行，大大
提高了通行速度。”欧阳新峰称，自助缴费通
道推广后，一年将减少收费员 500 人左右，按
照人员工资 10 万/年计算，预计可节约 5000
万人工成本，省高速投资集团也将为小客车
自助缴费享受更多优惠而提请相关部门报
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