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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交通

养老
养老金资格认证又添新方式，
下载“江西人社”手机APP

昌九高速“四改八”项目、都九高速鄱阳湖二桥改造工
程、行政村窄路面拓宽改造、
“组组通”
工程……

市民在家“刷脸”就能办理

今年这些交通设施要建好

对于退休人员来讲，每年的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个麻烦事。尤其是家住偏
远、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每次认证就头疼。近日，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我市于 1
月上线的“江西人社”手机 APP，可办理企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资格认证业务。
这意味着九江市民足不出户，
只需用手机就可以完成认证的全部操作。
□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日
建设，实现全市所有通村民小组道路基
前，我市召开全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本完成水泥路硬化。重点打造美丽生
对今年，我市机构改革之后交通运输系
态文明农村公路，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
统的工作方向进行了部署。2019 年，我
村 100%通客车。
市将建设完成昌九高速“四改八”项目、
坚持“绿色交通”为主要导向，设区
都九高速鄱阳湖二桥改造工程。同时， 市中心城区新增及更换公交车辆中新
大力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中心城区新增
能源公交车占比达 90%以上。加强柴
及更换公交车辆中新能源公交车占比
油货车排放治理。此外，要全力推进城
达 90%以上。
市“四尘三烟三气”整治力度的进一步
2019 年是全市机构改革后的开局
提升和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之年，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将适应新形势
划，抓好重点工程建设、公路养护施工、
新要求，力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
渣土运输扬尘、机动车尾气治理等领域
通运输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维护
的扬尘治理工作。
行业安全稳定、改革创新等多个方面入
服务大众方面，今年，我市将推进
手，全面推动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跨越
多式联运建设，探索联程运输“一票制”
式发展。为加快完善城市“大格局”，我
服务并鼓励城市公交企业发展定制公
市 今 年 还 将 建 设 完 成 昌 九 高 速“ 四 改
交、社区公交、接驳公交、通勤班车等多
八”、都九高速鄱阳湖二桥改造工程，尽
层次服务模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快实现庐山机场顺利复航，加快推进疏
革和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取消总质量
港公路项目开工建设。
4.5 吨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
围绕“三大攻坚战”，我市今年将积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加大物流行业降成
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保质保
本力度，推进普通货运车辆年审网上办
量完成通行政村窄路面拓宽改造（含乡
理，取消二级维护强制上线检测，推进
道双车道改造）、通村组公路和安全生 “三检合一”；做好尚未达标、新组建、到
命防护工程建设，推进重点地区交通战
期换证等企业的标准化达标引导和监
备公路建设。全面完成“组组通”工程
管工作。

手机“刷个脸”就能办理

近日，家住濂溪区莲花镇 58 岁的熊
阿姨在濂溪区社保局服务大厅胡主任的
帮助下，下载“江西人社”手机 APP，现场
拍照后上传实时头像申报，认证得到通
过。此后，熊阿姨不用出门，在家里用手
机就可搞定养老金资格认证事宜。
市社保局社会化服务科的杨科长对
浔阳晚报记者说：
“ 每年全市范围内，大

概有 8 万多名退休人员需要进行资格认
证。以前主要有三种渠道：可以去县区
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也可以去跟市社
保局联网的社区，常住异地的市民还可
以通过国家人社部的异地离退休人员认
证系统办理。目前，
‘江西人社’手机 APP
办理，我市处于推广阶段，如果得到普及
将更加便民。
”

操作流程简单一学就会

据了解，
该 APP 采用手机实时拍摄的
照片来上传头像申报认证，
居民只需一键
拍照，
就能通过生物识别技术即参保人员
进行眨眼、摇头等相应动作，对真实性做
出认证，实现参保人员“登录一次认证一
次”
，
彻底解决以往发放中认证不及时，
多
领、
冒领养老金屡禁不止的难题。
参保用户可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
“江
西人社”
APP。安装完成后，
点击 APP 右下
角的“个人中心”——点击未登录的头像
——点击登录界面左下方的“新用户注

册”
——进入
“人脸识别”
环节——输入手
机 号 进 行 注 册 —— 注 册 成 功 后 ，登 录
APP——点击待遇资格认证。该操作既可
为自己认证，
也可为他人认证。
不过，新技术的使用也遇到一定的
问题，比如一些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
看不懂怎么操作，更有一些行动不便的
群体需要帮助……其实这也能解决，为
了免去老人来回跑的麻烦，市社保局的
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家中的年轻人帮助老
人进行认证。

尾号带 9

拿来换汾酒！

“好酒进万家”
汾酒集团惠民活动九江清香来袭

由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与浔阳晚报联合举办
“把名酒变民酒 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型惠民活动。
今日起您只需凭任意一张尾号带 9 的 100 元钱，即可到现场兑换价值 792 元的杏花村汾酒集团老酒
坊酒一箱，我们准备了 42 度喜庆款和 53 度经典款，供您选择！有多少张这样的钱，就可以换多少像这样
的酒，
换多换少，
由您做主！

大品牌，
有保障

请客送礼拿出手！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一句经典绝唱使得杏花村名扬天下！汾酒
集团老酒坊酒，以“普及清香型白酒文化传播”为己任；
“把名酒变民酒 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使命，特在九
江举办惠民活动。赶紧看看您家有没有尾号带 9 的 100 元钱。

792 元/箱

尾号带 9
100元兑换一箱

比一比 品一品·汾酒集团酒好在哪！

汾酒是中国老四大名酒，国酒之源，清香之祖，中国酒魂！国家清
香型白酒标准制定者，CCTV 上榜品牌，品质清香纯正，为行业所公认。
九江市 2019 年春季汾酒品鉴活动期间，
邀您现场免费品尝！

美酒千家醉

盛世杏花村

汾酒集团老酒坊酒自 2016 年上市以来，
根据汾酒集团提出的
“清香
天下”的美好愿望，换购活动在上海、昆明、太原、济南、合肥、南京、大
连、郑州、武汉、石家庄等国内各大城市掀起抢购热潮，火爆的销售场面
让很多消费者感叹真是一箱难求，充分体现了消费者对汾酒老酒坊酒
水品质、企业文化、产品价格体系的高度信任。本次九江品鉴活动的酒
水，除了有 53 度经典款和 42 度喜庆款外，我们还准备了少量 53 度高端
盛世家宴 20 年陈酿系列酒，
成本价供九江市民选择。

42 度喜庆版

53 度经典版

53 度 20 年陈酿

规格：
475ml×4 瓶/箱
尾号带 9 百元兑换

规格：
475ml×4 瓶/箱
原价792元 尾号带9 百元兑换

市场价：
3588 元/箱
特惠价：
598 元/6 瓶/箱

福利：
活动现场转发朋友免费赠送价值 128 元红酒 1 瓶

活动时间：3 月 11-20 日，限量 3000 箱，
兑完为止。
活动地址：1、九江星程天翔酒店一楼大厅
（烟水亭西500米，
浔阳西路与龙开河路交叉路口）
2、九江天海鑫诚酒店一楼大厅
（华东市场北 500 米，老十里转盘红绿灯处）
换购热线：
18270243789

活动真实有效，酒水保证质量，假一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