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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隆回县滩头镇大托院子是癌症高

发区，近年来，村民们对自己的生活环
境开始十分关注。 2009年，在通村公路
的石拱桥边， 立有一块醒目的大理石
碑，上面刻着激动人心的文字：“中央农
村环保专项资金工程项目。 工程名称：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所在地：
湖南省隆回县滩头镇大托院子村；主要
内容： 集中式安全取水饮水工程；3.9公
里村级通畅公路砼化工程；5.95公里灌
边河环境综合工程；185亩山林生态恢
复工程。 资金来源：中央农村环保专项
资金150万元、 地方财政收入180万元、
群众自筹资金120万元。 实施单位为滩
头镇人民政府，监督单位是县环境保护
局、县财政局、县交通局。 ”

看着这块牌子 ， 村民都十分高
兴， 指望着该地环境能有较大改善。
可是两年多过去了，工程实施情况却
令村民大失所望。 时至今日，石碑上
的4项内容实施的仅只有一项： 集中
式安全取水饮水工程。

那石碑上标明的几百万资金到
哪里去了？ 村民们问村干部，他们说
有的用到镇里其它地方去了。 我们不
明白，这样的专项资金难道可以随意
挪用吗？ 村民

调查附记：
1月底， 记者就此来到隆回县环

保局了解情况。 该局办公室一位姓王
的主任拿出两大本“中央农村环保专
项资金项目资料汇编”， 里面的内容
全部是关于滩头镇大托院子村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的。 王主任边翻资料边
解释说，滩头镇其实并没有一个叫大
托院子的行政村，所谓的大托院子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是借大托院子这
个地名，对全镇村民的喝水及造纸污
染而进行的连片整治。 中央下拨的资
金确实是150万元，已经到位，但其它
配套资金却根本没有到位。 到目前为
止，完成了安全取水饮水工程和对灌
边河的综合治理，资金已全部用在该
项目上了。

王主任说，2009年9月8日， 环保
部、财政部委托湖北省财政投资评审
中心，对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核查。 同年12月31日，隆回县审计局
对大托院子村安全饮水和灌边河治
理工程结算造价进行了审计，并作了
审计结论。 村民投诉的主要原因是对
资金投入情况不太了解 ，最近 ，他们
已就此情况向上访村民作了详细解
释，并取得了他们的理解。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叫龙春海 ，邵阳人 ，女儿叫龙

明辉。 2008年，我女儿受聘到衡阳南
岳友邦旅行社工作，旅行社为她购买
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009年9月，龙
明辉因公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致残。 依
照相关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南岳分公司应
赔付龙明辉2.5万元伤害保险金。而在
理赔过程中，南岳友邦旅行社代表人
旷桂香，用龙明辉身份证复印件在龙
明辉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农业银行以
龙明辉的名义设立了账户，骗取了受
害人龙明辉意外伤害保险金2.5万元。
我觉得旷桂香的行为已涉嫌诈骗保
险金犯罪，但南岳公安分局却说不能
立案。 龙春海
调查附记：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衡阳南岳友邦
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旷桂香。她说龙明
辉确实曾是她公司的员工，当时因为搭
乘同事摩托车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受伤，
旅行社垫付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 后来
龙明辉为此事与旅行社打了官司，法院
只判旅行社赔付龙明辉2万多元。 所以，
龙明辉还应该退还旅行社1万多元。 当
时旅行社是用龙明辉的工资卡去取了
这笔保险费， 只等龙明辉来了结此事，
多余的钱会一分不少都退给她。但现在

龙明辉还要继续打官司，不知道下一步
法院会如何判。旅行社只好把这笔钱先
放在公司，等官司打完。 旷桂香称旅行
社不会多要一分钱，多余的钱会按法院
判决如数退给龙明辉。

旷桂香这种做法对吗？ 湖南人和
人律师事务所的蔡卫华律师认为，南
岳友邦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旷桂香，作
为投保单位在没有通知受益人龙明
辉的情况下，以其身份证资料去保险
公司领取保险金的行为 ，违反了 《保
险法》的规定。 《保险法》中规定，被保
险人或其受益人应通过投保单位向
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如被保险
受益人委托他人申领保险金，还须提
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
等资料。 该律师认为，保险公司在没
有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也不应给付
保险金。 旷桂香的行为虽违反了保险
法的规定，但也没有达到构成《刑法》
规定的保险诈骗犯罪的程度。 《刑法》
第198条规定， 保险诈骗犯罪指以非
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 ， 违反保险法
规 ，采用虚构保险标的 、保险事故或
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公司
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 而本
纠纷中， 旷桂香并没有虚构事实、故
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在柳州市工作，今年的春节期

间回永州市探亲。 1月30日，我的亲朋
好友将我侄女送至衡阳的白果镇结
婚，1月31日下午4点多， 我们一行人
返回 ， 在白果镇高速入口遇到了交
警。 我们包乘的面包车违章：遮挡车
牌号、超载1人。 执法交警现场处罚：
立即撕下遮挡车牌号的百年好合纸；
超载罚单100元。 交警当场开出执法
单，到某处交款，不是银行。

此时，我觉得不到银行交款有点
问题，我们一行人中有人提出想看看

交警执法人员的证件。 就在这时，执
法交警火冒三丈地说：“查看执法证，
再罚款100元”。 我说刚刚不是已经处
理完了吗？ 执法交警说：“我说没有就
没有”。 后经驾驶员与交警交涉，才予
以放行。

查看执法证本来是公民的一项
权利，群众要求查看交警的执法证居
然被呵斥，还要多罚款100元，执法者
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 在全国上下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今天，这名交警
的行为是在给窗口服务行业抹黑。

朱春荣

编辑同志：
邵东县到邵阳东站不到35公里，

以前客运车辆票价都是10元。 但从大
年三十开始 ，票价涨至12元 ，现在已
过了正月十五 ，票价还是12元 ，这样
的收费合理吗？ 不止邵东至邵阳市是
如此，不少地方的春节客运票价都涨
了，到底涨得合理吗？ 管理部门应好
好管管这种乱收费行为，维护老百姓
的权益。 一乘客
调查附记：

2月8日，记者电话采访了邵阳市

运管处客运科的刘科长。 他说春运期
间各汽车站的客车票价执行的是物
价局核准的标准价，而平时各汽车站
因为客源相对少， 执行的是优惠价。
一般来说，如果站内售出的票价是物
价部门审批过的核准价 ， 就不算涨
价，运管处不便干涉。 如果超过物价
局的核准价 ， 运管处就可以进行查
处 。 物价部门核准的票价应该是多
少，每个客运站都要张贴核准后的营
运价格。

本报记者 田燕

●吉首：吉首交警
抄牌错误不肯更正

1587402xxxx： 本人是湘
A7P052的车主，早几天我上网
查询自己的违章记录， 结果显
示我在吉首被交警抄牌了。 我
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吉首，怎
么会在吉首违章呢？ 我马上赶
到长沙市交警处罚中心询问，
值班交警在电脑上把在吉首抄
牌的照片给我看， 当时又气又
好笑： 照片上显示的违章车是
湘 A9P052， 而 我 的 是 湘
A7P052。 值班交警要我打吉首
交警队的电话， 但我电话打了
好几个， 对方不是说不归他们
管，就是打不通，要不就是要我
去吉首调查清楚， 态度还十分
恶劣。

●湘乡： 农村装宽带
为何一定要消费高价套餐

1598606xxxx： 湘乡市泉塘镇装
中国电信的宽带非要装1668元的套
餐，或是两年2000多元的套餐 ，发个
手机另外送每月100元的消费。 但套
餐送的固定电话费、 电话机等对我们
来说没用。 在市区，装宽带只要880元,
而我们为何就只能用高价套餐？ 这里
是乡镇，无铁通、网通等竞争，只有中
国电信。 这种野蛮的垄断做法，让许多
想装宽带的居民既气愤又无奈。

●株洲：客车司机开车
途中长时间打手机

1557071xxxx： 日前我从株洲乘
车返回醴陵 ， 乘坐的是湘B36996客
车。 该车司机在开车过程中，边开车
边打手机，打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钟电
话。 坐在前排的一男乘客实在看不过
去了，劝他为自己和车上乘客安全着
想，莫再打电话了。 司机不以为然，还
骂对方多管闲事 ， 并且继续我行我
素。 希望客运公司监督司机安全驾
驶，保证乘客的乘车安全。

●长沙：星沙2路公交车
服务态度不好

1354966xxxx：长沙县星沙2路车
自修路改道起，到县公安局门口的那
站不停，该站通往楚天家园和通程电
器，客流量比较多，给乘客带来极大
不便。 大部分司机还好，乘客说句好
话还停一下。 但日前我碰到一台车号
码尾数为22的车， 我说尽了好话，司
机不但不停车还出口骂人。 2路车还
经常拒载。 2月1日上午9点多，在机电
职院门口，正好有辆2路车经过，车停
的时候有几个乘客在上车，我拼命地
跑，已经跑到了车门前，但司机对我
视若无睹，直接关门开车就走了。 该
车车牌是湘AI3391。

●江华： 古芝江河道
乱采砂影响河道安全

1587720xxxx： 我是一个在外地
工作的江华人。 近几年来，我每次回
家探亲路过桥头铺镇古芝江渡口，都
可看见河道里小山般的大堆鹅卵石，
这都是采砂老板将大量鹅卵石堆放
到河道中间所致。 既破坏了环境，又
因堵塞河道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如果
不清理这些“山堆”， 春天汛期到了，
就会影响行洪和河道安全。 在古芝江
渡口，每天有很多人过渡 ，特别是中
小学生，都要从这里乘渡船过河去学
校，希望有关部门能治理这种乱采砂
行为。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春节前夕， 笔者回郴州市苏仙区

乡下老家探望父母，听到乡亲们反映，
两个多月来，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
接送学生的车辆查得很严， 一些家长
合租的面包车因没有办理校车手续，
司机不敢违规营运，加之天气寒冷，导
致部分学校和幼儿园的孩子被迫放弃
学习， 只好待在家里。 不少乡亲们希
望，在大力整顿违规校车的同时，要着
力解决孩子们目前面临的上学难题。

堂弟向笔者大倒苦水：“我们这里
离学校有7里多路， 交通又不方便，儿
子每天上放学往返4次，让老人接送不

放心，自己又没那个时间，冒办法，只
能合伙租辆面包车。 现在面包车不准
跑，儿子抱怨上学路远，遇到雨雪天就
不想上学。我们知道拼车不合法，可是
家离学校比较远，不坐车没办法，坐了
又成天担心孩子的安全。唉，什么时候
才能让孩子坐上放心车！ ”

前不久，笔者到苏仙区五里牌学
校巡考， 次日清晨起床锻炼身体时，
看到路边一个小小的身影 ， 背着书
包， 在空旷的乡间公路上慢慢地走
着，红彤彤的小脸冻得好像要裂开了
似的。 笔者停下来询问得知，小男孩
今年9岁，读小学三年级。村里的学校

目前仅有学前班和小学一、 二年级，
他只能步行到3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
读书。前两个多月与村里的孩子合租
一辆面包车上放学，如今面包车停开
了。 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要起床，才能
保证按时到校。

随后，笔者在五里牌镇中心小学
门口看到， 通往学校的乡间公路上，
一些成群结队的孩子朝学校方向走
来。 其中，只有少数的孩子有家长骑
摩托车或自行车送过来，大部分孩子
是走路来上学的。

新学期又开始了，原先大部分接
送学生的车辆因办不了校车手续，仍

不敢运行。加之一些农村学校地处偏
远，不要说开通校车，就是中巴车也
难以满足村民出行的需求，农村孩子
坐车上放学很不方便。

整顿校车秩序，加强校车安全是
完全必要的。但目前也必须解决农村
孩子上学不便的问题 ， 不能光堵不
疏，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投入，为义务
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配备
校车，通过各级财政补助一点，社会
各界捐资一点， 学生家长承担一点，
以减少各方的压力，确保农村学生上
放学坐上安全放心的校车。
郴州市苏仙区教育局 张贵付 周岚

春节后上班不久，记者收到这样
一封信，信封内装有一个彩页，称国
美电器为了庆祝公司成立25周年，发
放100万张有奖广告彩票。

这张广告彩票兑奖彩页的右下
方有个“刮开区”，记者将此刮掉 ，露
出3颗红星。查看旁边的奖项设置，这
是二等奖，奖品竟然是1辆北京奔驰，
标价33万。 背面则印有“兑奖说明”，
落款是“国美电器北京总部”和“北京
市国立公证处”。 这样的好运突然从
天而降，真的叫人动心。

天下有这样的好事么？记者仔细

查看了一下信封，国美电器北京总部
的庆祝抽奖信，邮戳盖的竟然是湖北
咸宁，这样的活动肯定是假的。 为了
戳穿这个骗人把戏，笔者按信上提示
的电话打过去。 1名女子询问情况后，
告之记者确实中了1辆北京奔驰，并
另外告之了一个领奖编号，并说有两
种方式可以兑奖， 一是现场提取，二
是委托拍卖。现场提取需要先缴纳个

人所得税和汽车购置税共计7万余
元， 也可以选择委托公证处拍卖，所
得税、委托公证费可以从拍卖的费用
中扣除，不过要先交拍卖入场费3000
元， 提前汇入他们提供的银行账户
中。笔者问：国美在全国都有分店，为
了方便用户兑奖，为何不能委托分店
受理兑奖事宜？对方只是一味强调这
是总部搞的活动，与分店无关。

记者拨打了国美电器全国客服电
话。客服人员听后当即表示，这是一个
骗局，国美公司从未举行过这种活动，
他们已经多次接到类似的询问。 该客
服人员表示，希望消费者提高警惕，不
要轻信这类骗局。同时，国美公司已经
将此事举报到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也
已经受理，案件正在侦破中。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几百万环保资金到哪里去了

如此冒领他人保险金为何无人管

查看交警执法证居然要多罚100元

春节期间客运如此涨价合理吗

■呼吁与建议

整顿校车秩序莫忘解决农村孩子上学难

天上掉巨奖 其实是骗局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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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下午，一村民
行 走 在 G55
高 速 邵 阳 县
白仓路段。在
高 速 公 路 上
行 走 很 不 安
全，请不要用
自 己 的 生 命
图便利。

唐新民 摄

羽毛球热背后的
场馆尴尬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 ，
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已成为当今的
时尚。 羽毛球运动以其独特的魅
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正日益成
为人们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但目前羽毛球场馆建设却远远跟
不上群众的需求。

羽毛球运动成为
市民最爱

细心的人会发现， 每到下班
后，尤其是周末，长沙市到处可以
看到身着运动服、 背着羽毛球包
的市民。 走进散布在城市各个角
落的羽毛球馆， 无论是酷暑还是
寒冬，打球的人都是熙熙攘攘，十
分火爆。 在全民健身运动日益普
及的今天， 羽毛球运动已日益成
为长沙市民的最爱之一。

据新华网的网上调查， 在我
国，群众性的休闲活动中，散步人
数最多，第二就是羽毛球。羽毛球
一直是湖南竞技体育的强项，也
是湖南普通百姓最喜欢的一项健
身运动。有人曾做过一次调查，在
长沙， 羽毛球是不少市民首选的
健身项目。据不完全统计，长沙一
座城市就有 60到 70多座球馆 ，
1000多块场地， 每周都进球馆打
球的人数达到2万人次。

正因为羽毛球运动如此流
行， 湖南开设了专门的乒羽电视
频道， 各种业余羽毛球赛也经常
举行。 既提高了人们的体质， 也
大大充实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为
长沙丰富多彩的生活增添了活
力。

羽毛球场地现状
令人担忧

在羽毛球运动火爆的背后，
场地建设却成了球迷们的隐忧。

在长沙， 公益性的标准羽毛
球馆很少。为满足球迷的需要，各
种营业性的羽毛球馆大量兴起。
由于羽毛球运动需要的场地较

大，为避免风的影响，正式打球又
必须在室内开展， 专门修建羽毛
球馆成本较高。 长沙的营业性羽
毛球馆大部分是利用废旧仓库、
车间改造出来的。 一些球馆条件
简陋，一到下雨就到处漏水。记者
到过一家羽毛球馆， 完全是利用
一幢危房改建的， 走在过道楼梯
上，地板吱吱作响，让人惊心。 尽
管如此， 到这里打球的人还是络
绎不绝。2008年冰灾，市中心一家
球馆因积雪顶棚坍塌， 所幸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随着城市中心商业用地价格
不断上涨，旧仓库、旧车间纷纷被
拆，简陋的羽毛球馆也纷纷消失。
近两年来，仅湖南日报社附近，就
有好几个羽毛球场所消失了。 位
于伍家岭南面的俊力羽毛球馆，
是利用当地一个废弃的车间办起
来的，一度生意火爆，后车间因征
地被拆迁， 该羽毛球馆也随之消
失， 预交了费用的消费者还与老
板发生了纠纷。 省博物馆对面巷
内的四季花城羽毛球馆， 也是用
该处被征收的一个工厂的原俱乐
部改建的，随着该俱乐部被拆，这
个球馆也没有了。 目前伍家岭正
在使用的羽之乡羽毛球馆， 是利
用原建湘瓷厂尚存的一个旧车间
建立的 ， 外墙上还写着大大的
“拆”字。 尽管这里一到休息时间
便人满为患， 但条件实在不敢恭
维， 一到下雨， 车间顶棚到处漏
雨，没有几个场地能正常使用。我
们问老板为何不修一修， 老板苦
笑：场子随时可能拆，我敢花那个
钱吗？

经常打球的球迷， 不得不为
以后到哪里打球操心。 一个业余
球队的队员调侃地告诉记者，他
们球队组建4年，就“打垮”了4家
羽毛球馆， 且打球离家也越来越
远。

目前， 新营业的球馆越来越
往远离市中心的城郊推移， 许多
球迷打球必须开车或打的前往，
费用越来越高。

社会体育场馆建设
呼唤政策支持

长沙市体育局一位姓李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国务院发布
的全民健身计划， 全国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要达到1.5平方米以上，
市（地）、县（区）、街道（乡镇）、社
区（行政会）普遍建有体育场地，
配有体育健身设施。 可长沙市就
目前的状况， 要达到这个要求还
十分困难。因没有政策性扶植，现
在长沙市公益性的羽毛球馆很
少，多在学校，机关单位，且一般
只对内开放。 绝大多数球馆是私
人经营以盈利为目的。 政府部门
对其只实行市场性管理， 这是一
种松散性的管理， 只要求开办球
馆的业主到体育局备案， 如出现
违规操作或投诉现象， 则对其进
行批评，并责令其改正。

羽毛球运动如此普及， 如此
为群众所喜爱，许多羽毛球爱好者
希望政府加大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修建一定的
公益性标准羽毛球馆对社会开放，
以满足群众的需要。 同时，对拥有
场地的一些机关单位、学校，采取
措施鼓励和要求他们对外开放。

羽毛球馆的修建投入相对较
大，需求太大，完全由政府出资修
建也不现实。业内人士建议，有关
部门可采取有效政策， 鼓励和扶
持社会力量参与场馆的建设。 如
对于营业性羽毛球馆给予税收等
方面的支持， 条件成熟的时候甚
至给予资金补贴， 以增强他们办
场馆的积极性， 让市民打球更方
便、更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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