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0多辆出租车可刷洪城一卡通 每天刷卡量却不足7笔

在南昌打车刷卡 究竟“卡”在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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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11月
4 日上午，南昌市全面实施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工作启动仪式举
行。记者获悉，南昌市率先在全省开
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
的整合，2016年1月1日起，该市城乡
医保一体化将正式实施，共涉及 400
余万城乡居民。

整合前：城乡医保差异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南昌市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约 408.2 万人。其中大学生 60.2 万
人，城镇居民 92.4 万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255.6万人。

由于医保工作分属两个部门管
理，且城乡居民流动性大，南昌市因
此存在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之间重
复参保现象。另外，两个管理部门各
自建设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并单独维
护，导致财政补助资金及投入信息化
建设资金浪费严重。

南昌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城
乡医保整合前，各级财政对城镇居
民、新农合的财政投入资金达到了统
一标准，2015年度为人均 380元。个
人缴费标准也基本接近，具体来说，
2015 年城镇居民成年人缴费标准为
120 元/年，未成年人 50 元/年；新农
合成年人、未成年人均为90元/年。

“虽说筹资标准基本一致，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无论从医疗待遇
还是就医的方便程度来看，城镇居民
医保均优于新农合。”这位负责人说。

整合后：门诊待遇提高

城乡医保整合后，其参保范围、
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等均参照统一标
准。明年起，南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年120元。
据介绍，南昌城乡医保整合后，

新农合整体待遇有所提高，报销比例
与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持平。同
时，实行家庭门诊统筹制度，参保居民
就医购药更为方便。此外，门诊特殊
慢性病病种范围扩大，报销比例、最高
限额均明显高于整合前。南昌市此次
共统一了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后抗排
斥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等23种门诊
特殊慢性病，且治疗不设起付线。

参保居民住院起付线也相应降
低，药品选择范围更广，大病保险年
度最高限额提高到 25 万元/年，结合
基本医疗保险达到 35 万元/年。记
者发现，对原城镇居民来说，整合后
的一级医疗机构起付线降低，二、三
级医疗机构略微提高了一点，但对原
新农合来说，降低幅度较大，特别是
三级及外地医疗机构，城乡医保整合
后的起付线也低于周边城市。报销
比例与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原
新农合相比也均有较大提高。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统筹整合后，将打破医疗
保障城乡分割及制度碎片化的局
面，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一体
化，同时进一步提高各类参保群体，
尤其是提高了农村参保居民的医疗
保障水平。

另悉，南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年度为每年 1 月 1 日零时至 12
月31日24时。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规定自 2010年度起中断参保续
保的需补缴个人及财政补助的费用，
考虑到原新农合无补缴的规定，为督
促激励城乡居民参保续保，南昌市提
出，自 2016年起，中断参保后续保的
需补缴个人应缴的医疗保险保费，这
极大减轻了原城镇居民的负担。

明年起南昌城乡医保一体化
涉及400多万参保者 大病保险年最高可报35万

天井、格子窗、马
头墙、青砖黛瓦……
11月 4日，记者在南
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看见两座“老屋”
已经成型，“老南昌”
韵味十足。据了解，
整个街区将以这两座
建筑为样板，建设“老
屋”90余栋，其中约
40 栋是在本身的基
础上修建而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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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还升温 周末阵雨来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早晨凉

意阵阵，午时微热干燥，这个季节打乱
了大家穿衣的节奏。接下来，洪城最高
和最低气温都会双双往上走，直到周末
雨水造访，才开始下降。

穿外套怕热，脱了又嫌冷，这个秋
天，恼人的温差打乱了人们生活节奏。
未来两天，随着西南暖湿气流的发展，
气温将会进一步回升，周五最高可达
27℃。都说冬天提前打跑了秋天，怎么
一转眼，夏天也回来凑热闹呢？气象专
家说，这是冷空气来袭前的习惯性反
应，气象学称之为“锋前增温”。周六
起，南昌将迎来阵雨和中雨，气温下
滑。5日，南昌多云，气温 16℃～25℃；
6日多云，气温19～27℃；7日雷阵雨转
阵雨，气温19℃～24℃。

最近，家住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
秦女士前往浙江宁波出差，遇到了一
件蹊跷事：手持南昌市的洪城一卡
通，在宁波乘坐出租车可刷卡结算，
在南昌却不行。秦女士反问：这难道
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11月4日，洪城一卡通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沈一武表示，不少出租
车司机不愿办理签到卡，或是办了签
到卡不刷签到卡，导致在南昌乘坐出
租车无法用洪城一卡通结算。据了

解，南昌市九成以上出租车安装了刷
卡POS机，可是每天刷卡结算的司机
寥寥无几。

每天刷卡结算不足7笔
4 日 9 时 50 分许，记者在红谷中

大道鼎峰中央公交站台候车，先后拦
住了标有“南昌大众”“市二租”等标
识的 10 辆出租车，询问是否可以刷
洪城一卡通结算，对方摇头后径直驶
离。

10时13分，记者选择了一辆“江
西长运”的出租车，前往省农村信用
联社。上车后，车内语音提示：“本车
支持‘洪城一卡通’和移动支付……”
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显示金额21.4
元。然而，当记者提出刷“一卡通”结
算时，对方却表示，系统还没装好。

“设备已经安装到位，否则不会
有提示语音。”沈一武称：“不能刷卡
结算的原因，一般是出租车司机没有
办理签到卡，或是有签到卡不在POS
机上签到，导致无法刷卡结算。”

记者了解到，2013 年 11 月，南

昌市第一批 213 辆出租车正式开
通“洪城一卡通”刷卡付费功能。
至今已近 2年，使用者寥寥无几。据
介绍，南昌市乘坐出租车刷卡交易
每月约 200笔，平均每天不足 7笔。

出租车司机“嫌麻烦”
截至目前，南昌市发行了洪城一

卡通逾200万张，可以缴纳水电气费，
可以乘坐公交车，甚至可以购物。为
何无法乘坐出租车？

沈一武表示，目前南昌市有4000
多辆出租车安装了刷卡设备，且都开
通了刷卡功能。

“设备早就免费安装了，从来都
没用过。”有的哥对记者说：“虽然刷
卡付费可以省去找零钱的问题，但是
现金不在手上，每天还要核对每一笔
收入是否入账，有点麻烦。”

沈一武告诉记者，他们与银行联
合制作了签到卡，这张卡既是洪城一
卡通又是银行卡，每张卡和司机个人
绑定，一个司机一张卡。目前只有
60%的出租车司机领了签到卡。

据了解，第二天，前一天刷卡所
得的收入会自动转到该司机签到卡
上。沈一武说：“只要在交接班时，司
机签一次到，之前司机的卡会自动退
出系统，这时接班司机的卡则自动登
录系统，用起来很方便。”

记者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城
市加入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工
程，洪城一卡通在天津、福州等 49个
城市可以异地刷卡乘坐公交车、出租
车、地铁。住建部互联互通刷卡数据
（南昌）显示，今年上半年，异地交易
数共有 28000 笔（含出租车刷卡结
算），交易额3.1万元。

一点点往前“拱”
“对出租车司机来说，开通刷

卡支付避免了找零以及可能收到
的假币、残币。”沈一武表示，虽然
有众多好处，但不少司机还是习惯
现金结算，因为这样与出租车公司
结算起来也更方便。他认为，洪城
一卡通公司推进这项工作的力量
是微乎其微：“由于从属不同行业，

对不推行刷卡结算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没有处罚权，也无奖励措施，
因此出租车司机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还是不高。”

既然难以推动这项工作，为何又
要花大价钱在出租车上安装洪城一
卡通结算系统？

“不去做，就永远推动不了。”沈
一武解释：“我们只有把事情先做起
来，边做边等，用企业的力量一点点
往前‘拱’。”

这项便民措施为何难以推进？
南昌市客管处相关人士诉记者，部分
出租车企业确实安装了洪城一卡通结
算系统，可是企业在安装这套系统时
并未与主管部门沟通，因此，目前客管
处并未将洪城一卡通的使用纳入出租
车或出租车驾驶人管理办法。

据了解，洪城一卡通公司推进这
项工作是与出租车公司一一展开对
接，致使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对此，
沈一武称，“推动这项工作是企业行
为，因为没有政策依据，所以不能要
求相关部门用行政手段推进”。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感谢你们的
监督，这次工地真的停工了！”11月4日上午，
记者再次来到南昌市西湖区桃苑大街金源大
厦，居民们围着记者反映。

记者在现场看到，业主代表将当天的报
道复印了多份，张贴在电梯、单元门口。“在你
们采访后，城管执法局的负责人就来了现场，
表态一定会让这个无证施工的工地停工。”业
主代表史师傅说，我们之前投诉举报了多次，
这个工地都不停工，这次才是真停工了，终于
睡了个安稳觉。

“我们按照分局的要求，派驻正式的执法
人员在工地蹲守，在其取得装修许可前，监督
他们不得施工。”辖区城管执法中队负责人表
示，从 11 月 3 日开始，已经在工地守了两天，
这两天没有施工。

特警撵着跑 劫匪累趴了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一男子因失

业，手头拮据，竟然跑到金店抢劫。可是让嫌
犯没想到的是，遇到在家休假的特警队员，被
追累趴了，束手就擒。

11 月 3 日下午，在师大南路一家金店来
了一名男子，自称要买金项链。店老板拿出
一条价值万元的金项链给男子佩戴，不料男
子戴上金项链后，拔腿就跑。店主见势冲出
店门追赶并大声呼救。由于店主年纪偏大，
追逐了一小段路后体力不支，眼睁睁看着男
子越跑越远。此时，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队员岳周在阳台上收被子时听到了店主的呼
救，赶紧放下被子追上去。

经过近 1 公里的追逐，男子一屁股坐在
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连声向岳周求饶。“我
不跑了，把金项链还给你，求你放了我吧！”岳
周上前将男子控制住，随后与周边群众一起
将男子送往上海路派出所。

目前，该男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谎称可买内部房 骗了148万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不少人在获得

单位内部购房指标后，会选择对外出售，自己
赚取指标费的同时，也使受让方能够低价购
房。然而，南昌市一男子抓住购房者贪便宜
的心理，多次谎称可购买到内部指标房、车位
等，以此骗取他人财物。近日，南昌市东湖区
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此案，被告人叶某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13年10月，无业人员叶某结识了想买
房的胡某夫妇。随后，叶某让朋友王某假扮
万达公司的“张总”，谎称可以购买万达的内
部指标房，需要 53.52 万元，远低于市场上的
价格。胡某夫妇于当年 11 月和 12 月分三次
将 53.52 万元转入叶某和其指定的银行账户
内。2014 年 3 月，叶某又谎称可签订购房合
同，向胡某借款 5 万元。后经胡某夫妇多次
催讨，叶某才退还了1万元。

此外，在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叶某又
以政协委员、部队干部等身份，以帮他人购买
内部指标房、车位等为名，共骗取严某等人财
物 92.1795 万元，直至案发前只归还了 1.5 万
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身份，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骗取多人的财物共计148.1995万元，数
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11 月 4 日，五六个手拿小红旗，
身穿黄马甲的人，站在 320 国道银
三角往向塘镇方向的路边引导交
通。该路段位于 320 国道进贤至南
昌改造工程 B 标段。初一看，这些
人好似“交通安全员”，但只要有车
一停，他们立即上前询问是否需要
带路。

司机：“交通安全员”带路？

11月3日，南昌市民龚先生开车
赶往南昌县向塘镇，当他下了银三角
立交桥，沿着 320 国道行驶了大约
300 米时，看到路边有好多人拿着小
红旗引导交通。“他们将我拦下，说前
面修路不能前行。我当时很感动，以
为是安全员在引导交通。没想到，对
方扒在车门问是否需要带路？”龚先
生觉得奇怪，没想到“交通安全员”还
兼职有偿带路。

11 月 4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
了 320 国道改造工程 B 标段。在下
银三角立交桥时，并未看到有醒目

道路改造标示牌。一下立交桥不
到 400 米，一个接一个手持小红旗
的人站在路边拦车。一中年男子
将记者拦下来，称前面正在修路，
无法通行。之后，男子话锋一转，
称如果需要带路他可以上车。“去
向塘镇要经过三个村庄，大约 3 公
里，开车 7 分钟左右，我就收 20 元，

如 果 觉 得 贵 还 可 以 少 点 。”男 子
说。随后，记者又被另外一女子拦
下，她重复着与前面男子同样的内
容。记者看到，一女子谈成了一桩

“生意”，带着对方往向塘镇驶去。
另一女子见有车过来就冲上前，与
司机讨价还价。

项目部：当地村民自发行为

由于道路半封闭施工，工程车满
载着混凝土来回穿梭。一带路女子
透露，她做这“生意”有半年时间，每
天收入大约 60 元，好的时候能有上
百元。

这些带路者穿着黄马甲手持小
红旗，俨然一副交通安全员的模样。

320国道进贤至南昌改造工程B
标段项目部经理陈钢对此一肚子怨
言，他表示：“这些带路的人和我们没
有任何关系。我们进行了劝阻，但没
有效果。他们都是当地的村民，在路
边拦车带路影响施工，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

陈钢说，由于道路改造是半封
闭，无法阻止这些人进入，他们对此

无可奈何，“希望交警部门能出面管
一管”。

镇政府：对带路者进行劝离

记者来到南昌县向塘镇政府进
行了解。该镇党政办主任王永辉介
绍，这些带路者确实是向塘镇翠林村
的村民，一些不熟悉路况的车辆进入
了正在改造施工的路段，这些村民见
有利可图，便萌发了带路赚钱的想
法。

“这些带路者也不是强行带路，
如果司机同意，他们就收取一定的
费用。但是，这种带路收费的行为是
不允许的。道路进行改造时，相关部
门在路口立了一些指示牌，提醒司机
改道前行。”王永辉称。

“我已经将此事向镇领导汇报，
也和翠林村村支书打了电话，要求村
里劝离这些带路者，否则，镇里将组
织人员前往处理。”王永辉说。

然而，记者从向塘镇政府出来
后，再次驱车来到了事发路段。这
些手持小红旗的带路者仍在拦车
问询。

身穿黄马甲手拿小红旗 貌似“交通安全员”

国道改造带来“商机”村民拦车发“带路财”
记者调查：改造通告牌太小，很多司机误入改造路段

本报记者 邹晓华文/图

工作细节
忽视不得

320国道改造是一件好事，
但是，记者采访时，并未看到路
边有醒目的标示牌。只是在下
银三角立交桥引桥位置，有一
块由交管部门立的通告牌。由
于太小，开车速度稍快，稍纵即
逝，很难看清通告牌。因此，很
多司机误入改造路段。

也许村民不应该发“带路
财”，但如果没有村民带路，闯
入的司机想要绕出来会有不小
的困难，不但会浪费大量时间，
而且还可能走更多“冤枉路”。
如此看来，相关部门的一个小
小工作细节的失误，才导致了
这一事件的发生。

不能太指责村民“见利忘
义”，而应该督促相关部门赶紧
把这个小失误补救。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城管现场蹲守 这次真停工了

《这家KTV屡被举报竟安然无恙》

记者手记：

三季度南昌空气质量中部第一
本报讯（记者陈璋）11月3日，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公布了 2015 年第三季度全国 74 城
市空气质量报告，南昌以综合指数 3.82 位居
第22名，同时排在中部城市首位。

报告显示，除海口、厦门、福州和贵阳 4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为100%，高居第一阵
营外，南宁、西宁、南昌等38个城市的达标天
数紧随其后，比例在 80%～100%之间。具体
到每个月，南昌7月达标率为96.77%，排名第
23 位；8 月达标率为 100%，排名第 25 位；9 月
达标率为100%，排名第22位。

在污染物方面，第三季度南昌空气主要
污染来自PM10，浓度达到65毫克/立方米，排
在全国第 46位。此外，南昌的PM2.5浓度为
30毫克/立方米，污染较轻，排在全国第21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