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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东县范家山镇海角村村民杨
长杰， 是当地龙海蔬菜合作社的一
个成员，自从合作社成立后，他种植
的蔬菜销路越来越好。最近，他想扩
大蔬菜生产规模， 却苦于没有资金
来源；到当地信用社去贷款，信用社
却不放贷，让他苦恼不已。 于是，他
打电话给本报请求帮助。

村民扩大生产规模
遭遇贷款难

10月18日，记者来到邵东县。杨
长杰电话告诉记者， 他正在县城的
一个市场卖菜。 记者便赶到位于县
国税局边上的市场找到了他。 他主
要卖的是苦瓜和莴苣， 记者和他交
谈时， 不时有居民来买菜。 杨长杰
说， 自己是龙海蔬菜合作社的大棚
成员之一， 承租了20几亩地种植蔬
菜，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今年他想
扩大生产规模，再扩租十几亩地。但
租这些地需要资金， 另外旧的蔬菜
大棚他也想翻新成钢架大棚， 以利
于长期发展， 但建钢架大棚每亩需
要1万元。 如果这些能做到，他就可
以冬季育秧、 春天种丝瓜和黄瓜等
蔬菜，品种可以早上市一个多月，价
格也能比平时卖得贵上一两块钱。

很快，他的一车菜卖完了。 他开
着农用小四轮带记者来到他范家山
镇海角村的蔬菜基地。 他指着马路边
一大块地告诉记者，这就是他租种的
大棚蔬菜。记者看到，地边沤着一大堆
猪粪。杨长杰告诉记者，龙海蔬菜合作
社的成员种植蔬菜大都是用农家肥，
蔬菜都很好卖。 马路边还有十几亩田
正空着，没人耕种。杨长杰说他准备把
这一大片地都租下来，扩大生产规模，
但现在都卡在资金上面了。

杨长杰说，自己从今年7月份就
到信用社要求贷款， 开始信用社说
贷不了很多钱，他说贷5万元就可以
了，但信用社又说，贷这么点钱不如
找亲友借点算了， 后来又说他没有
担保人。 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就他的
事特地向镇农村信用社主任说明了
情况，也愿意当他的担保人，但因为

支书自己有贷款在身， 无法当担保
人。 他又找了一个在本地做布鞋生
意的堂叔做担保，但从7月一直到10
月，还是贷不到款。

杨长杰说他不明白， 自己平时
存款都存在信用社， 前一阵他建房
前还有8万元存款， 信用社是支农
的，自己是蔬菜合作社的成员，有基
地，有房子，怎么就贷不了款呢？

不良信贷多，
信用社惜贷有苦衷
记者找到了范家山镇农村信用

社的莫主任。 莫主任向记者讲了他
们的苦衷：目前，范家山镇有1000多
万元的不良贷款， 其中近几年的就
有七八百万， 不良贷款率在全县是
很高的，这里的信贷风气不太好，有
人贷了款后就出去做生意了， 导致
贷款常常收不回。因此，镇信用社对
放贷确实比较谨慎， 因为他们现在
实行的是首贷责任制， 如果放出去
的款收不回，信贷员要负责，甚至都
没法退休。

莫主任说， 他听信贷员讲过杨
长杰的情况，杨长杰应该找一个有经
济基础， 没有不良信誉记录的担保
人，以前杨找了村支书，但村支书自
己有贷款，不符合担保条件。 再就是
杨长杰目前是单身，他们放贷一般还
是要放给成了家、 家庭安置在当地
的，且要夫妻俩同时签字才能放贷。

记者把在杨长杰蔬菜基地看到
的情况告诉了莫主任， 蔬菜种植相
对来说风险小一些， 希望镇信用社
能支持一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莫主任表示，信用社在明年初会
再详细考察一下杨长杰的情况，重

新做一个评估。

农民专业合作社
需要资金扶持

记者采访了龙海蔬菜合作社一
位姓诏的理事长，他向记者介绍了相
关情况。龙海蔬菜合作社成立于2007
年，已到当地工商局注册，地跨范家
山镇的龙潭、楠木、海角、龙江4个村，
有50多个成员，种植蔬菜面积1000多
亩，种植的蔬菜主要销本县和邵阳、
衡阳等周边县市。 由于合作社倡导
用农家肥种植绿色蔬菜，所以种植的
蔬菜销路很好，但合作社的发展的确
受到资金等问题的困扰。 杨长杰的
情况他也知道，由于杨长杰去年建了
新房，所以今年资金比较紧张，几个
好的想法都因资金短缺没法实现。

像龙海蔬菜合作社这样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目前在全省各地越来越

多， 很好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但不少合作社成员的发展都面临
资金短缺等情况。如何解决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融资难，也引起社会各界的
关注。 在今年省委“三问于民”活动
中，袁隆平院士就书面建议加大对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他说，当
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起步阶段，
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基础
较为薄弱，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及资金
支持， 他建议采取6项措施加大对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其中之一
就是切实解决信贷资金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解决农资服务和收储加工的
资金问题。有些地方曾提出了由县一
级政府投资设立的涉农担保机构，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的做法，就是很好解决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员贷款的好办法。

本报记者 田燕 史学慧

编辑同志：
我是天津市静海县王口镇的一

个农民。 8月31日， 我看了电视广告
后，前往长沙与长沙恒洁日用品贸易
公司签订了生产清洁球的加盟合同。
合同约定，产品经检验合格后由该公
司包销，在生产过程中如机器出现故
障，该公司将立即上门维修，还有完
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做保障。

然而， 当我支付23550元货款及
近1000元运费将“馨家乐”牌清洁球
机运回家后，发现该机械运行很不稳
定，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此后，我
一直不断与该公司电话联系，但对方
始终没有派人上门维修，还多次提出
让我自行处理。负责技术维修的相关
负责人每次接电话都以各种理由搪
塞，售后服务让我很失望。

在我们农村，挣钱本就不易，2万
余元的投资迟迟得不到回报，亲自前

往长沙又路途遥远， 费用难以承担，
我们一家人万分焦急，特请求贵报帮
帮我们。

天津 王印明
调查附记：

10月13日，记者将此投诉转告了
“恒洁”一名负责人。该公司了解情况
后回复说， 将马上派人前往天津处
理。 10月25日，投诉人告诉记者，“恒
洁”已派人上门做了检查，发现机器
确实出现了故障，但由于该公司在天
津并无专门维修点，配件也要到长沙
调，维修好机器还要一段时间。 投诉
人认为，机器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出现
各种各样的故障，但天津与长沙路途
遥远，售后服务很不方便，他实在是
没有信心再做下去了。记者就此致电
“恒洁”，对方答复将就如何处理此事
进行协商，尽量做到让客户满意。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祁阳县民政局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 局里从前年开始，向我们在职人
员每月强行扣150元工资作全年工作
责任制押金。 我们县级公务员本来工
资就不高，1000多块钱一个月，上有老，
下有小，靠工资养家糊口，每月扣掉这
笔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难道局里
非要扣钱来完成责任制吗？ 一读者
调查附记：

10月28日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祁

阳县民政局的唐局长。 唐局长说，这
笔钱的确是暂扣下来作为责任制押
金,但不是扣的公务员工资,而是从财
政拨付的生活补贴中扣的，年底时经
过考核，如果个人考勤、工作等完成
了任务 ,就会如数返还给职工。 但投
诉人认为， 推行工作责任制自然应
该，但这种每月扣钱的做法他们有看
法， 局里是否可以考虑更好的办法
呢？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们是醴陵市黄泥坳办事处华

塘村石桥组和横店村黄婆坳组的居
民。 年初，我们这里得到一些投资商
的青睐，来此投资兴建厂房，这本是
一件好事，也得到了村民的欢迎和拥
护。

然而，近半年时间来，醴陵市华
联火炬电瓷电器厂厂房工程建至我
家门口约10米处时，本来正常的排污
水道出现了堵塞，污水因此囤积并回
渗至水井中。我家及邻家唯一的新井
和几十年前的老井水均出现浑浊、发

黄现象并有异味出现。这几口井是我
们几户居民的唯一水源，家人以及数
个村民饮用此水后都出现了腹泻等
异常症状，如此下去，势必会对我们
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本人和其他村
民也曾与该厂交涉协商过，但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解决。目前井水已不宜作
为生活水，更别谈饮用了。就此问题，
我也曾去市环保局投诉过，但至今仍
没有回应。希望政府部门在重视经济
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居民的生存环
境。

醴陵居民 黄秋莲

湖南日报社：
8月16日，贵报《读者来信》版

以 《车辆过户如此草率 财产安
全如何保障》为题，报道了东安车
主曾姣的汽车被他人违法过户的
情况。 引起了我支队党委的高度
重视， 当即组织专门班子对此事
件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车主曾姣购
车后从事非法营运并将车辆出租
给易小兵从事非法活动， 导致车
辆被非法扣押， 是致使车辆被转
户的直接原因， 车主曾姣应负有
直接责任； 易小兵租用曾姣的车
辆从事非法活动， 并将不属于自
己所有的车辆抵押给别人， 应负
车辆损失的主要责任； 曾某伪造
曾姣的身份证， 向车管所申请补
换车辆登记证书并办理车辆过户
手续，涉嫌诈骗犯罪，应追究其刑
事责任； 车管所工作人员在办理
该车补换登记证书和过户手续
时，工作不细心，对曾某提交的身
份证与原始档案留存的身份证没

有进行仔细的比对， 对伪造的身
份证没有及时发现， 导致该车办
理了补换登记证书和过户手续 ，
负有一定的责任； 永州市展鹏二
手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原车主没到
场的情况下， 未对车主信息进行
核对， 仅凭曾某个人提供的双方
身份证件就对该车进行了二手车
交易登记，开具了 “转移登记联 ”
发票， 致使该车顺利办理了转户
手续， 该公司对该车的转户负有
重要责任。

就该事件的处理， 永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杨运吉表
示： 民事大于天， 群众利益无小
事。 曾姣虽然在事件中负有直接
责任， 但其车辆被非法过户却是
因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 、核
查不严所致。 我们工作失误造成

的后果我们应该勇于担当。
目前， 因工作疏忽、 核查不

严导致曾姣车辆被转移过户的车
管所工作人员李某被诫勉谈话一
次并调离岗位； 同时， 支队组织
了专门的工作组， 对易小兵、 曾
某涉嫌犯罪， 请东安县公安局予
以立案， 依法打击； 易小兵尚欠
曾姣车辆损失23000元 ， 由支队
做好曾的工作， 建议曾向人民法
院起诉。 2011年10月21日， 曾姣
同意向法院提起诉讼， 交警支队
承诺支付所有诉讼费用 ， 如在
2012年4月25日前法院没有判决
或执行没有到位， 由支队先行垫
付23000元；鉴于曾姣的车辆现已
无法追回 ， 由支队补偿其损失
8000元。

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编辑同志：
10月13日，《湖南日报》 刊登

了《婚姻登记遭遇被“自愿”收费》
的文章后，引起了临澧县政府、县
民政局高度重视， 民政部门立即
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严禁婚
姻登记处周边婚庆公司的工作人
员到登记大厅从事引领服务 ；严
禁婚姻登记工作人员指引新人去
某家婚庆公司接受服务。 在婚姻
大厅醒目处公开友情提示， 办理
婚姻登记只收取工本费9元；公示
在外购买婚庆服务所产生的费用
与本登记机关无关；各婚庆服务公
司必须在厅内公示所服务项目的
价格。 为新人提供服务收费依据，
并做到宣传到位，解释到位，在遵

从新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明明白
白消费，杜绝多收费乱收费。

报道中提到的红花轿婚庆服
务公司是由县工商局登记发证后
开办的， 虽与民政局婚姻登记机
关位于同一街面， 但与民政局只
存在房屋租赁关系， 不在同一地
点办理业务，严格实行了场地、人
员、收费三分开。 经调查，并不是
凡领取结婚证的新人都要接受婚
庆公司的服务， 近日统计接受婚
庆服务的新人， 只占取领证新人

的41.3%。 出现投诉的原因可能是
该公司个别工作人员在经营过程
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 导致了新
人对民政部门的误解。

我们决心加强单位内部管
理，严格规范婚姻登记程序，配合
工商部门加大对红花轿婚庆公司
的监管，杜绝乱收费、多收费或巧
立名目不经新人允许进行婚庆服
务的不良行为，坚决按政策办事，
让群众放心满意。

临澧县民政局

●长沙： 建议木莲西
路增加公交线路

1397312xxxx：长沙市木莲
西路两边到处都是新建小区 ，
但目前只有一趟往星沙方向的
701路公交车 ， 居民实在不方
便。建议开通几条公交线路，方
便市民。 如从节约资源角度考
虑，新开铺为终点站的803路公
交车，可分A、B线路 ，将B线改
走木莲西路上芙蓉路（经林大、
铁道学院），再沿原线路行驶。

●岳阳： 八字门区经
常有人燃放鞭炮扰民

1397501xxxx： 岳阳市八字
门区居民点，中午经常有人燃放
鞭炮，几乎每天都可听到讨厌的
鞭炮声， 经常是连续半个小时，
家有小孩看书也看不成，睡午觉
也睡不好。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

管，还市民一个平安安静的生活环境。
●冷水江： 破案后被骗的钱

为何拿不到
1397381xxxx：我是冷水江人，2009

年因轻信别人说某公司即将上市，可以
买到原始股，还可每月返利，于是拿2.1
万元买了3股， 也确实陆续返回了5000
元左右。 后来经公安机关侦破，这是一
个网络传销案，才知道是个骗局。 案件
由冷水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处理，公安
局也找我调查过， 证明我是被欺骗的。
但案件告破两年多了， 我剩余被骗的
1.6万元为何一分也没拿到？

●长沙： 驾校招生后不安排
练车

1877316xxxx： 长沙市交通驾校招
了大批的生源，现在每个教练手上积压
几百名学员，去了都没车练。 我是去年
10月报的名，交了费，但到现在场外还
没有练车，一台车每天十多人，场内还
多收我们270元，还要经常给教练拿烟，
教练态度还不好。 如果驾考有名额限
制，驾校就不应该这样放肆招生，希望
有关部门重视。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自邵阳县特大沉船事故发生

后 ，新化县人大 、政协组织县交通 、
海事、 统战等部门对新化县资水段
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水上安全专
题调研， 从接受调查的10个沿河乡
镇，60余处渡口、码头及190余沿河村
中，发现水上安全隐患仍然很多。

挖砂船疯狂采砂， 导致河道变
迁，暗礁林立。2006年前，新化县91公
里的水线上只有80余艘挖砂船 ，目
前已增加到160余艘，有近2/3是“三
无”船。 采砂业主根本不顾及河道行
船安全，为了高额利益，日夜疯狂采
砂。 其排放的尾堆在资江河道中已
是星罗棋布，暗礁林立。 目前资江通

航航道面目全非，航线复杂莫测，船
舶通行十分危险。 如今年7月31日，
该县荣华乡一艘农用船途经白溪镇
张家台航段时， 由于采砂船将锚抛
在不足3米的航线上， 赶场船躲避不
及触锚而翻沉。 船上赶集村民全部落
水， 幸亏河干滩浅没有造成死亡事
故。 在该县，因挖砂船毁坏航线而造
成的水上事故几乎每月都会发生。

船舶难以满足需求， 超载现象
仍很严重。 据调查，新化县交通局近
几年来， 已加大了渡口渡船的改造
工作。 但落后的渡船、设施及少量的
赶场船舶仍难以满足沿河村民的出
行要求。 在白溪镇的石板渡口调查
发现， 该渡口有一艘渡船，3艘赶场

船，6艘农用船，却要承担两个乡镇、
4个管区 、50余个行政村近7万人的
水上赶场、农产品运输，超载现象非
常严重。 多的时候一艘3至5吨的船
舶要装载30至50人。 这样的违章事
例在该县的190个村级码头中都时
有发生。

水上安全监管难落实。 新化县
在沿河10个乡镇都设立了乡镇船舶
管理站，招录了30名专职船管员，实
行差额拨款。 但水上安全监管却难
以落实，其原因是：这些船管员的工
资到目前都难以落实。 据石冲口、上
梅、游家镇船管员反映，他们每月只
有600元工资，目前，有近1/2的乡镇
船管员变专职为兼职， 有近1/3的船

管员迫于生计， 不得不放弃本职工
作而去打工。 另外，河道管理及水上
安全管理等办法规定：由乡(镇)人民
政府对其所属乡镇船舶、渡口、河道
的安全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 但却
没有明确设定乡 (镇 )人民政府对违
反水上安全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的处
罚权力与如何处罚条款， 乡镇政府
在监管中是有责无权， 在实际安全
监管中无法查处所有违章行为。

水上安全事关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稳定。 为此建议：政府加大挖砂船
整治力度，确保航道通畅；采用民办
公助方法，增加农村赶场船数量；在
推行 “县管乡包村落实 ”的基础上 ，
结合乡镇机构改革， 将船管站并入
到乡镇安监站， 并提高他们的工资
待遇，确保安全工作有人管。

新化县白溪镇政协工委
张茂锡 吴丽云 李磊

编辑同志：
株洲推行自行车租赁服务，既解

决了环保、交通拥堵问题，也方便了
广大市民。 但因发展太快，出现了一
些小问题， 主要体现在服务跟不上，
如有部分网点设备出故障却不能及
时解决，给老百姓带来不便。 希望政
府认真做好这项利民工程，及时解决
出现的问题，让百姓更满意。

市民 陈小虎
调查附记：

日前，株洲市政府创建办就此事
回复记者说，接到市民反映后，他们
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调
查。 据了解，该市城区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于5月6日正式启动试运行，截
至目前， 已建成502个租赁点， 投入
10000辆自行车供市民使用， 受到了
广大市民的好评。

在建设初期，有的租赁站点由于
接电通网等问题没有及时跟上，加上
系统设备处于调试之中，确实造成市

民使用不便。 目前，所有租赁点均已
通电通网，设备运行正常，系统基本
稳定。同时，运营管理公司将全市502
个站点划分成若干个网格， 设立了3
个分区调度站，下设保洁、调度、维修
3个组， 加大日常巡查和系统维护的
力度。 市创建办加强督查考核，要求
各分区调度站工作人员接到指令后，
在1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处置和调度，
对管理箱、停车柱、自行车出现异常
情况，在3小时内修复。 否则，将在每
月的考评中予以扣分，并按得分核拨
运营管理费用。

据运营管理公司统计，目前全市
单日租还车量已突破15万人次。公共
自行车已逐步融入广大市民的日常
生活，深受市民喜爱。系统投入运行4
个多月， 市民累计租还车次数达650
万余人次，骑行距离超过600万公里，
节约汽油50万公升，为市民减少出行
成本4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史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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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车

虚心听取市民意见

株洲完善
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售后服务跟不上
“恒洁”加盟商干着急

机关每月扣工资作责任押金妥吗

兴建厂房堵了排污水道

农民专业合作社
融资难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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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之后

永州交警支队勇于担当责任

车主权益终于得到维护

重视舆论监督 采取改进措施

临澧强调婚庆服务收费自愿

■呼吁与建议

新化资水航线隐患多多

10月31日，怀化市洪江区工商局执法人员对塘坨市场的疑似注水牛肉进
行查封、收缴送检。当天，该局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牛肉注水的不法现象进行
专项检查、整治。 刘文颖 王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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