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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倩）近日，浔
阳晚报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九江火车站的
北广场和外广场两部分要进行全封闭交通
组织改造，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施工时
间从10月16日起，截止时间为12月28日。

据悉，封闭的路段分别是：长虹大道北
侧下庐山南路东匝道；庐山南路桥洞路段
（庐山南路大转盘至火车站下小转盘）；长
虹大道南侧下火车站匝道（长虹大道下火
车站小转盘及火车站小转盘上长虹大道路
段）。以上路段，将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
一切机动车辆通行。

10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来到火车站
实地了解具体情况，在火车站北广场周边
已经围起了施工围挡，据火车站联合执法
队工作人员介绍，施工期间，火车站北广
场将实行全封闭施工，“届时，会将火车站
北广场停放的车辆全部清空，施工期间，
市民的私家车也不允许进入火车站北广
场。”对于候客的出租车，目前暂时拟的方
法是将长虹大道火车站前辅道划一条专
供出租车线路。“施工期间，长虹大道火车
站前辅道将仅能通行一辆车，所以呼吁广
大市民，切勿在此路段停车上下客，避免造
成交通拥堵。”

“如果我从雅格泰方向走长虹大道，如
何到庐山南路的沃尔玛？”针对浔阳晚报记
者的提问，现场工作人员给出具体路线：

“以前从长虹大道过中房宾馆，下东匝道，
即可到达庐山南路。施工期间，东匝道实
行全封闭。市民可从长虹大道辅道过中房

宾馆，至丽景湾花园（不到浦发银行）西匝
道下行至庐山南路。庐山南路至长虹大道
仍走原先单向通行的丽景湾花园（不到浦发
银行）西匝道。也就是说，丽景湾花园（不到
浦发银行）西匝道在施工期间由原先的单上
变成双向通行。”此外，原先可通行的长虹大
道九江银行门前的匝道施工期间也实行全

封闭。“市民不可从长虹大道九江银行门前
的匝道进入到火车站下小转盘，也不可从火
车站下小转盘行驶到长虹大道。”

施工期间，请机动车选择合适的路线绕
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行人、非机
动车行经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安全，服从交通
标志标牌和现场指挥人员的疏导指挥。

火车站北、外广场16日起封闭施工
长虹大道北侧下庐山南路东匝道等路段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包四

华）10日下午，伴随着 18支合唱队演唱的
“放歌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合唱比赛”结束，标志着九江市第二届文化
艺术节全部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从5月底开
始的全市第二届文化艺术节，热情讴歌崭
新时代，助力九江文明创建。

据悉，本届文化艺术节，先后举办了开
幕式、戏剧节、音乐舞蹈艺术节、少儿艺术
节、小戏小品大赛、抗洪胜利20周年文艺晚

会，农民工才艺大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展示展览活动。本届艺术节聚焦中国梦时
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为助力九江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了文化支撑，展示
了九江文化自信的力量。此外，本届文化
艺术节吸引了全市众多高水平的戏剧、舞
蹈、歌唱等各类文艺表演艺术家同台交流
切磋，延伸和扩大了艺术节的影响力。为

2019年江西省第七届艺术节储备了人才，
提前打了一个“准备仗”。本届艺术节所有
展演、展览、比赛均实行免费对外开放，让
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演出中来，让他们现
场感受到了文化艺术的魅力。

目前，第二届九江文化艺术节各项赛
事全部结束，根据安排，将在九江市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优秀节目展演暨颁奖晚会”，
宣布评奖结果并对获奖节目进行颁奖，现
场演绎获奖优秀节目。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
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目标要求，今
年以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实施了三
批降价措施，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降
低了 8.05分，平均降价幅度为 10.38%，在
政策层面上圆满完成了降价任务。但有
部分中小企业用电存在由中间商转供电
环节不合理加价现象，为让降价政策全部
传导到终端用户，近日，市物价局会同国
网九江供电公司在全市城区范围内，开展
了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的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分8个小组，第一批分别对我
市城区的80余家商业综合体、各类专业市
场、物业服务企业、写字楼等经营者进行重
点检查。要求他们应该按国家销售电价向
租户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可
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
或者按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
电费，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
转供电主体不得通过提供转电服务获利。
分摊的方式和分摊的结果向用户公布，每年
公布不得少于1次。同时通过广泛宣传，各
转供体正在落实国家电价降价政策，尚没有
落实的正在通过各种措施进行整改，真正让
工商业用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日前，浔阳晚报记者在九江现代综合
大市场见到了市价格监督检查局的工作
人员正在对该市场转供电工作的落实情
况进行检查，从已查情况看，被查转供体
已经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让利商户，降低了
收取的电费价格。

我市开展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加价整治行动
经营者向租户收电费
不能有任何提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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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2018年10月

1日开始实施。

市本级临时救助操作办法有变化
●“三类”困难家庭可申请 ●六种情形，市本级不予救助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2018年
国庆长假期间，市 12315投诉举报中心共
接听消费者来电 160件，其中咨询 89件，
投诉67件，举报4件。

从投诉内容看，商品类投诉 32件，服
务类投诉 35件。商品类投诉主要涉及服
装鞋帽质量、交通工具质量及合同、手机质
量及三包、装修建材质量及合同等；服务类
投诉主要涉及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美容美
发服务等。国庆假期属于旅游高峰期，与
住宿相关的投诉位居国庆假期期间投诉首
位，共计18件，消费者主要反映网上预订住
宿因个人原因不入住无法退款、预订客房
后商家不如约提供客房、设施等与网上宣
传不符、住宿环境差等问题。

举报主要反映的问题是经营者经营
资质、商品质量及传销。

本报讯（刘钊梅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

华）近日，由市旅发委牵头举办的九江旅
游推介招商会在武汉顺利举行，我市不少
景区同时向武汉市民推出了景点半票、免
票、打折等优惠政策。

九江处在武汉两小时经济圈内，站在
庐山最高峰汉阳峰，九江人民能望得见武
汉的灯火，两城之间水路、铁路和高速公
路都已直通，九江的许多驻市机构都隶属
武汉，九江人民与武汉人民素来交往密
切、情深谊长。

会上，九江市旅发委主任谭晓峰对九
江旅游进行全面推介。庐山、庐山西海风
景名胜区作为重点推介单位进行了推介，
武宁西海湾、阳光照耀 29度假区景区，修
水的东浒寨景区，柴桑区的中华贤母园景
区，德安县的博阳河景区针对此次活动制
定了针对武汉市场的优惠政策。九江部
分旅行社还与武汉市合作旅行社签订了
合作协议。

无法退款、环境差
国庆期间的服务
消费者投诉最多是住宿

九江在武汉举办
旅游推介招商会

九江市第二届文化艺术节各项赛事圆满落幕

18支合唱队讴歌新时代 助力文明创建

据悉，为确保临时救助资金，救助到真正困难的家
庭，新修订的救助办法加大了救助对象的审核条件，对六
类情形不予以救助。

1.申请对象拒绝配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致使无法

核实相关情况的，或者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救助情

况核对报告与佐证材料不吻合的；

2.不如实申报或隐瞒家庭真实收入、财产、支出和家

庭人口变动情况，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3.申请对象未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申请救助或虽

已申请但尚未给予救助的；

4.通过离婚、赠予、转让等方式放弃自己应得财产或

份额，或者放弃法定应得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和其他

合法资产及收入的；

5.有以下情形的，其个人不得享受临时救助：个人或

家庭成员中有从事封建迷信、传销等非法活动造成困难

的；有赌博、嫖娼、吸毒、卖淫、参与非法组织等行为且尚

未改正的；各类服刑期内人员（经司法行政部门认定的社

区矫正人员除外）；

6.其他不予受理救助的情形。

此外，重新修订的临时救急操作办法，还对申办程
序，救助类型和标准进行了细化完善。

临时救助，是指国家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
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
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
助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
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救助。同一救助对象同一
事由一年内原则上只享受一次临时救助的原则。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的一般要求：持有本市户
籍；因急难事件或刚性支出突然增加，经各县
（市、区）民政部门认定并按政策规定给予救助
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申请临时救助
应当具有以下一种或一种以上情况：一是“急难
型困难家庭”。因火灾、溺水、雷击、交通事故等
意外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二
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
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
和其他社会帮扶资金后，自负医疗费用支出仍然
较大的；因家庭子女接受教育，在扣除教育救助、
社会帮扶资金后，自负费用仍然较大的；因生活
必需支出突然增加后，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
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低保家庭或特困
供养人员。三是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

■ 谷神初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遭遇特殊困难家庭可申请 有赌博、吸毒行为的不予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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