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3日，南昌市湾里区罗亭镇的千亩玉兰花悄
然绽放，吸引市民前来踏春。阳春三月，赣鄱大地处
处春意盎然，掀起首波绿色生态“春游潮”。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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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招生老师忽悠
2年学制突变3年

“我之所以报考南昌师范学院成
教院，是因为负责招生的柯老师说，
经过脱产两年的学习就能拿到大专
文凭。”彭先生说，他也是通过朋友介
绍才找到柯老师，柯老师告诉他，两
年时间就可以顺利毕业。

2012年 7月，在柯老师的一手包
办下，彭先生填报了江西教育学院（南
昌师范学院前身）成教院的“计算机应
用专业”志愿；于当年 10月通过全国

“高职高专类”成人高考，并如愿被该
院成教院录取；录取后不久，彭先生被
该院调剂至“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2013年 3月底，已缴纳学费的彭
先生从柯老师手中领取了一本盖有

“江西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公章、
学制一栏填写为“2年”的《学生证》，
正式成为该院的一名学生。柯老师
承诺，2015 年 3 月底，他就能够毕业
了。彭先生看到学生证与新生入学
须知上写的都是 2年脱产，于是放心
就读。

但令他意外的是，2014年 12月，
柯老师突然通知他，原本说好的“两
年拿文凭”变了。

“对方说，我这个专业（指应用电
子技术专业）其实学制是三年，我要

想拿毕业证，还得再学一年，再交一
年学费。”彭先生郁闷地说，柯老师在
电话中表示，当初他填报的计算机应
用专业和现在他就读的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国家都是规定脱产学制为

“三年”；至于柯老师本人对自己当初
许下的“两年拿文凭”的承诺则从此
只字不提。

此后，彭先生多次通过电话与柯
老师沟通。到了今年 3月份，对方干
脆告诉他，如果有意见“尽管去教育
学院投诉”。

收据疑点重重
竟无学校收款公章

彭先生出示的三张柯老师开具
的报名费、学杂费的收据单。报名费
收据印章显示的是“江西教育学院
南昌众仁教育教学站”，另两张学杂
费收据印章单位则为“江西科技管理
专修学院”，唯独没有彭先生就读的
南昌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公章。

3月11日上午，记者陪同彭先生
来到江西师大老校区物理楼与柯老
师会面。记者注意到，这位先后代表

“南昌众仁”“科技管理专修学院”两
家单位的柯老师，这次选择的见面地
址却是位于物理楼一楼的“南昌慧德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你这个专业只有脱产3年，函授需

要4年，没有脱产2年班。”柯老师表示，
肯定是彭先生听错了，产生了误解。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可能会听
错，你们学生证和招生简章上注明的
都是 2 年。”彭先生激动地拿出了自
己的学生证和招生简章。对于彭先
生拿出的证据，对方轻描淡写地解释
说：“学生证上写的 2 年是填写学生
证的工作人员失误，招生简章上写的
2年，是因为确实有2年脱产的专业，
但彭先生所学专业不是 2年脱产的，
简章上没写那么详细。”

对于这样的解释，彭先生难以接
受。“你们轻飘飘一句工作失误，给我
造成的损失怎么弥补？”

对方表示，最多只能减免彭先生
1000 元学费，如果还有要求，就要去
江西教育学院反映。

学校管理不严
招生对外“承包”

“这是函授站搞错了。”3月11日
11时许，南师成教院教务科的一位工
作人员向彭先生证实，“南昌众仁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确为南师成教院下
属的成人教育函授站，而“高起专”的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国家规定学制的
确是三年；其中彭先生对该专业“两
年”学制的误解，应该是函授站方面
理解失误导致的。至于“南昌慧德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和“科技管理专修
学院”两家单位，该工作人员推测其
可能是众仁函授站的“合作伙伴”。

教务科工作人员还表示：“学生
证是这些合作的函授站填写的，我们
只负责盖章，所以这些问题你还是要
去找招生点解决。”

实际上，早在 2006 年 5 月 12 日，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就联
合下发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
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加
强高校收费票据的管理。通知要求，
高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包括学费、
住宿费和考试费三类。高校行政事
业性收费应当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
收取、管理和核算，并严禁“由高校财
务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自立账户进
行管理和核算”。而彭先生三次缴纳
的总计6700元的学杂费，不仅都是由
南师成教院以外的单位、公司收取，而
且在收费后，也从来没有向他开具“行
政事业单位统一收费收据”。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成
人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是国家级考
试，招生制度是完善的，不允许有学校
在成教招生方面采取对外“承包”“转
包”的问题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行为出
现。该负责人表示，一旦有此类情况出
现，学生可以前往江西教育考试院核实
后，再向相关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招生“承包”“转包” 收据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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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最近，南昌市民彭先生在
接受成人教育时遇到了一件烦
心事。原以为今年就能毕业的
2 年制“高起专”（高中同等学
历起点报考大专）脱产教育，却
被要求还要再读一年。尽管他
的学生证与入学时的通知上都
写的是 2 年制，但学校与招生
代理机构此时都声称是当时工
作人员失误。

他就读的南昌师范学院成
人教育学院（下简称南师成教
院）工作人员声称，谁收了钱找
谁。彭先生在3张收费单据上
发现，其中一个盖章的“南昌众
仁教育教学站”是南师成教院
承认的合作单位，另外两张收
据的收款单位“江西科技管理
专修学院”被否认系合作单位。

记者采访中发现，南师成
教院在成教学生招生管理当中
问题不少：发给学生的学生证
由一些合作公司填写，南师成
教院只负责盖章，与其合作的
公司再通过其他机构招生，开
出的收款收据更是五花八门。

本报南昌讯（记者杨碧玉） 3 月
15日，记者获悉，3月13日，南昌市首
次启动了道路扬尘监测。今后，10
个县区的 280 条道路每周都将接受
随机抽取监测。

据了解，扬尘污染已经成为南昌
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去年 4 月
份开始，南昌市决定重拳整治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全年开展督查监测 27
次，监测 270 个建筑工地。今年，南
昌扩大了扬尘污染监控监管范围，对
280 条主要交通干道、建筑工地周边
道路扬尘进行监督、监测。

“今年的扬尘监测工作将不仅局
限于监测建筑工地，还将扩大至交通
干道等道路，特别是交通干道上的降
尘和渣土处理等情况，实现对扬尘监
测从点到面的管理。”南昌市环保局
污染防治处处长李春莲表示，参照建
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做法，增加对
主要交通干道、建筑工地周边道路扬
尘的监督检测，以防控道路扬尘。根
据筛选和统计，此次南昌市共有 280
条道路纳入扬尘监测范围。

据悉，13 日启动当天，南昌市环
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扬尘随机

抽取系统，抽取了 5 个建筑工地后，
又在全市 280 条主干道中随机抽取
了 5条，即抚生西路、象山北路、渊明
南路主路、青山湖大道、南莲路。

记者跟随南昌市环保局的工作
人员来到象山北路，监测人员选择在
一处繁华地段支起了激光大气微尘
（气体）分析仪，对该路段扬尘污染情
况进行现场监测。不到半分钟，仪器
上就实时显示出 PM2.5 为 28 微克/
立方米，PM10 为 82 微克/立方米。
而随着车流量的增加，监测仪器的数
据也发生了变化：PM2.5上升至36微

克/立方米，PM10 上升至 121 微克/
立方米。车流量减少后，数值又逐渐
下降。

南昌市环境监测站刘忠马站长
告诉记者：“机器每间隔 5 秒就会刷
新一次监测数据，车流量、城市保洁、
渣土运输都对会对监测数据造成影
响。我们会在每个监测点监测 30分
钟，记录 15组数值，最后取平均值作
为最后的数据。道路扬尘监测的内
容，仍然主要是 PM2.5、PM10 两项。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PM2.5 超过 75 微克/立方米、PM10

超过 150 微克/立方米，就达到了污
染级别。”

5 条道路扬尘监测结果显示，仅
有 抚 生 西 路 扬 尘 超 标 ，PM2.5 及
PM10 数值分别达到了 180 微克/立
方米及 243 微克/立方米。监测的工
作人员称，该道路现场有积土，以致
颗粒物数据超标。

李春莲表示，此次监测的道路扬
尘可以反映出城市的保洁力度以及
渣土运输的规范程度。对于道路扬
尘监测结果，环保部门将会反映给南
昌市城管委，进行督促整改。

首次道路扬尘监测 省城抚生西路超标
另外4条监测道路均合格 今后每周将在280条道路中随机抽查

雨水捣乱
气温上升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上个
周末，恼人的雨水打乱了不少市民出
游踏青计划。预计周一南昌转多云，
但周二起，雷雨天气又来捣乱，气温却
是大踏步上升，最高逼近30℃

刚刚过去的周末，南昌笼罩在迷
蒙的雨雾中，宛若仙境。有首老歌这
样唱的：“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
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这段时间，南
昌进入了多雨时节，气温却沉不住气
了，嗖嗖往上升。毕竟数九天已经过
去了，这样的雨水也只是“桃花雨”，阳
光也会偶尔和大家打照面，但都是来
打酱油的。

16 日，南昌多云，气温 12℃～
22℃ ；17 日 多 云 转 雷 阵 雨 ，气 温
15℃～28℃；18日阴天多云转阵雨，气
温13℃～26℃。

西站公交优化有奖征建议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3月15日，记

者获悉，南昌公交将于 3月 16日至 3月 22日
期间，面向社会开展有奖征求西站公交线路
的建议及意见活动。

据南昌公交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可以
对现有的西站公交线路全局规划进行专业剖
析，也可以就单条线路的走向、站点设置进行
建议。对公交的运行方式有不同的想法，是
否需设置快线车、车辆的车型、运行速度、收
班时间等，都可以提出具体的合理化建议。

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积极参与：新浪
微博“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微信“微公
交”；官方网站“www.ncgj.com.cn”；电子邮箱

“www.ncgjgjb@163.com” ； 客 服 热 线
“96166”。市民所提供的建议一经采纳，将给
予奖励，奖励标准为：一等奖 500 元，二等奖
200元。

社区居民听民警“汇报”工作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在太华山庄小

区抓获盗窃现行”“在顺外路某小宾馆一举抓
获 4 名涉毒人员”……3 月 10 日，这些警情、
案件出现在一份新鲜“出炉”《青山湖公安向
人民报告》彩报上。当天，一次“向人民报告”
座谈会在青山湖区金芯社区举行，吸引了
150余名居民前来参加。

记者从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获悉，
无论是发放《青山湖公安向人民报告》还是召
开“向人民报告”座谈会，都将形成机制作为
一项长期工作进行。“向人民报告”座谈会则
由社区民警负责，每半个月社区民警都将邀
请社区居民参与一次座谈，青山湖辖区居民
将能知晓警方工作动态及辖区发案等情况。

买到过期食品 获十倍赔偿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购物买到了过

期食品怎么办？有的人可能会自认倒霉，有
的人也可能会要求退货。近日，南昌青云谱
区人民法院就支持了这样一起维权行为，一
审判决被告刘某支付杨某价款损失664元及
价款十倍赔偿金6640元，共计7304元。

去年 3月 23日，杨某到刘某经营的超市
购买了 13 盒“熟咸鸭蛋”和 7 盒“松花皮鸭
蛋”，共花费664元。买回家后，杨某发现“熟
咸鸭蛋”已超保质期 18 天，“松花皮鸭蛋”已
超保质期 22 天。杨某就此事向青云谱区工
商局进行举报，后者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刘某予以了行政处罚。此后，杨某又向青
云谱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以购物款 10
倍赔偿损失，并承担本案必要开支 1000 元。
刘某表示不能理解，称出售过期食品属实，但
这是因工作人员失误才导致的，而且工商部
门也进行了罚款，杨某系恶意购买，不应依法
获得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在食品买卖合同中，食品
销售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
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清理下架。但
刘某经营的购物广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松
花皮鸭蛋”和“熟咸鸭蛋”，系不履行法定义务
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刘某以其工作人员失误抗
辩“明知”，法院不予支持。

本报讯（记者刘斐）春节期间，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自驾车返乡。然而
来回的长途跋涉，旅途中的路况、天
气等因素势必让车辆有所损耗。3
月 14日，记者发现，南昌市各大汽修
店、4S 售后服务中心正处在“车辆
修理高峰期”，等待维修保养的车辆
不在少数。

“春节自驾回老家，在县城拐弯
时不小心刮到车。平常只需 2 至 3

个工作日修理，现在可够等了。”14
日，在新建县翠苑路一家汽修店门
前，车主刘先生诉说着年后修车等
候时间过长给他带来困扰，“元宵节
回南昌后就把车送到汽修店，10 天
过去还是没提到车。平常习惯开
车,如今出行很不便”。

刘先生的遭遇不是偶然。车主
喻先生的爱车在节前被旁车碰到了
前车灯，外壳也有几处掉漆。元宵节

后他考虑送修,让他意外的是，连着
去了几家汽修店，都被告知需要等好
几天才能轮到。“做个小面积的喷漆
居然要等一周，而且价格方面比平常
也是贵了几十元。”喻先生抱怨说。

尽管近来连绵阴雨不断，南昌市
多家汽修店修车位上仍是满满当
当。在南昌桃花汽修厂，一位工作人
员透露，现在基本上一天就有 10 来
辆车过来修理。“这还不算是最忙的

时间，正月初九，一天之内有 30多辆
车开过来，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广汽丰田江西永盛售后服务负责
人介绍，年前没来得及维修的车辆和
春节期间损坏的车辆都“攒”到了一
起。“前来维修的车辆增加四成，保养
检查也增长了近10%，主要集中在碰
撞、剐蹭引起的车漆脱落、保险杠碰
裂。此外，也有不少车主是长途行驶
归来做检查保养。”该负责人坦言，尽

管维修人员加班加点，但还是有些车
只能暂时被“搁置”在一边，等候修理。

业内人士建议，预计到 3 月底，
节后的修车高峰期将告一段落。为
减少等待和提车时间，近期准备对
爱车进行保养和维修的车主最好能
预约一下再去 4S 店，以免耽误时
间。如果车辆只是刮擦等不影响正
常驾驶的问题，车主不妨适当推迟
修车，避开这一高峰。

自驾返乡出行的多了 磕磕碰碰的事也多了

排队一周很“正常”年后修车店“挤爆”了
车主日常维修保养不如“避峰”到月底情况有望缓解

如何用专卖店的防伪查询机来鉴别一瓶
酒的真伪？3月14日，南昌市工商部门与南
昌市酒类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东方酒业联合茅
台、五粮液厂家工作人员，共同开展“3·15”
消费者权益日名酒免费鉴定活动，提醒消费
者购买名贵酒，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擦亮眼睛辨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