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日前，笔者到慈利县金岩乡最偏

远的中坪村探亲返回慈利县城时，为
赶上第一趟到县城的班车， 早晨6点
左右天刚蒙蒙亮， 笔者就起了个大
早，步行一小段路后，挤上一辆由该
村送客到乡政府所在地的面包车，结
果还是慢了“半拍”，没有赶上从乡政
府开往县城的客运班车。

金岩乡被称为“慈利西藏”，而中
坪村，距金岩乡政府所在地也有约20
公里。从该乡发往县城的班车每天只
有早晨8点前发两趟，中午发一趟。村

民如果要去县城坐班车的话，一般都
要起个大早。 而最“受伤”的是学生，
中坪村整个村子里也就两三辆面包
车。 在乡中学和完小读书的学生，凌
晨4点就要起床后赶车。 如果赶上便
车，还可以按时到学校，如果赶不上
车，则要步行5至6小时，该村一些寄
宿学生时常是走得腿脚发酸。

像中坪村交通情况一样糟糕的，
还有该乡的土溪村、金龙村、敏家村、
乐丰村，更远的还有金鸡村。每个村
每天就那么一到二辆通往乡政府的
面包车在维持交通，车主也因此把车

费提得较贵。春节期间，从中坪村坐
面包车到乡镇每个人就要10元钱，有
些村子要15元。往返乡镇一次就要20
元甚至30元 ， 往返县城则要七八十
元，这相当于从慈利坐火车去一趟湛
江。 给村民出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
担。

另外，该乡的这些通村车辆全是
私人面包车，面包车太小，本来只能
限坐几人，但车主为了赚钱，总是拼
命往里塞人， 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村民明知这些面包车存在着安全隐
患，但为了赶时间，只能硬着头皮乘

坐这些“问题车”。中坪村村民王先生
说：如果有辆通村公交车，每天定时
多往村子里跑几趟那多好啊。

近几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
增多和日益增加的出行需求，导致该
乡滋生了大量的非法营运非法 “摩
的”，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金岩乡 “摩
的”大约有20多辆。 这些“摩的”司机
大都无任何营运手续， 无驾驶证件，
并存在着严重超载的现象。新的一年
到来了，村民盼望能有一个便捷的出
行方式。

黄岳云 满金平

■呼吁与建议

偏远山区期盼出行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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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车

2月7日，本报以一名读者的亲
身经历刊登了《桃马公路：让人痛
苦的旅程》的来信，文章见报后，由
于该公路是桃江、安化两县的交通
主动脉，引起了当地和经常到那边
的读者和网友的共鸣，许多人纷纷
来信来电发帖发表看法，希望能加
快施工进度，早日完工。鉴于这段
路的修建引起如此多人的关注，2
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桃江，体验了
桃马公路的旅途之苦，并就此问题
采访了有关部门。

破烂的路况的确让人痛苦

汽车进入桃马公路不久 ，记
者所乘的本来很干净的越野车转
眼便成了 “泥牛 ”，一路大坑连小
坑，连绵不断，颠簸得让人极不舒
服。 黄泥水还不时溅到车子前面
的玻璃上，汽车只能缓慢行驶。车
上一位记者没多会儿便脸色苍
白，一路作昏睡状，而司机此时却
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避坑绕
泥，尽可能地减少惊险。可能是对
路况的畏忌，路上的小车很少，主
要是货车、面包车或大客车，它们
摇摇晃晃地在烂路上爬着， 全都
是脏兮兮的，狼狈之极。

在浮邱山乡田家村地段的一
栋楼房里，记者奇怪地发现，虽然
屋间停着两辆摩托车，但楼里没有
任何家具设备，也没有人。记者在
楼房后面的一间平房里，找到了楼
房的主人。他们向记者诉苦：这段
路是桃马公路最烂的一段，住在这
里真难受， 下雨天满路的泥浆，就
算穿着长靴子出门， 稍不留神，过
往车辆就会溅你一身泥。晴天则是
满天的灰尘，连呼吸都困难。政府
说，他们属于搬迁范围，但喊搬迁
已很久了，至今也没有下文。到达
目的地马迹塘后，记者发现，全程
不到30公里的路程，记者的越野车

走了足足一个小时。

施工单位采取应急
措施保车辆通行

让人欣慰的是，记者从马迹塘
返回途中，看到有民工在路边挖小
水沟。原来，他们是在将公路上的
积水排出去。在鸬鹚渡镇长江村地
段，一名姓吴的施工负责人正指挥
着一辆货车，将车上的石头倒进公
路和坑洼处。他告诉记者，他们负
责了9公里路段的施工， 现在主要
的任务是将公路的坑洼尽可能地
填平，以确保道路的畅通。

后据记者了解， 由于群众意
见太大， 施工单位目前正采取应
急措施，在施工的同时，尽量保持
路面平整， 以保证该路在修建改
造的同时能够畅通。

县有关部门 ：工程
进展慢的确引起群众不满

桃江县委宣传部胡部长和县
交通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一位姓
钟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
他们告诉记者： 读者反映的情况
是属实的。 桃江至马迹塘公路全
长约40公里， 东起桃江县桃益一
级公路终点，经浮邱山乡、鸬鹚渡
镇 、大栗港镇至马迹塘 ，是桃江 、
安化两县的交通主动脉。 但这条
路长期以来可以说是省道最差的
一段，长年得不到修缮。

2006年，桃马公路作为二广高
速常安段连接线，捆绑纳入常安高
速工程。2008年， 二广高速正式动
工，作为附加条件，桃马公路的改
造与主线同步进行。但工程的进展
确实比较慢，一期修了3年，二期快
一年了还未全面启动，从而导致骂
声一片。究其原因，可能是桃马公
路是政府零投入，加之二级公路收

费站的取消，投资方的积极性可能
受影响， 再加上拆迁等问题的阻
碍，影响了施工的进度。

施工单位：将尽力加快
工程进度

常安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一位姓励的负责人说， 桃马
公路项目建设总投资为4亿多元，
路宽由过去的6米拓宽到9米 。一
期工程9.64公里已于2010年11月
完工并交付使用。 二期工程长约
30公里 ，于去年5月开工 ，约定工
期为24个月。去年，他们主要完成
了路基工程。

该负责人说， 由于该线路老
路较窄， 无法采取半边施工半边
通车的办法， 确实给大家通行带
来了不便。 加上这是老路拓宽改
造， 新旧路面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自然沉降才能确保工程质量 ，所
以水稳工程尚未开工。 但是该线
路车流量太大，对路面损坏很大。
为此， 他们一直在进行路面的平
整工作。就在这两天，路上所有的
大坑洼将被全部填平， 保证道路
畅通 。同时 ，他们将于5月开始进
行砼路面硬化 ，12月前单幅路面
可基本通车， 力争在2013年春节
实现主体工程全面完成， 即全面
竣工通车。

对建设过程中给车辆、 行人
带来的不便，该负责人深表歉意，
希望能得到过往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 ，同时他还表示 ：将精心施工 、
加快施工进度， 力争该路早日竣
工通车，方便群众出行。

目前，很多地方的公路都将进
行改造， 对于那些通行量大的公
路，如何制定一个既能修路，又不
过分影响大家出行的办法，的确是
有关部门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们是新邵县筱溪水电站库

区移民专项设施建设工程的施工
方，2006年1月进场施工。我们按施
工规范进行施工， 各种资料齐全，
各项报批签认手续完善，并于2009
年12月通过了由新邵县交通局、邵
阳市质监站严格检测和业主 、设
计、监理等多部门组织的总体竣工
验收考评。经评定各项技术指标均
达到合格工程要求，同时签发了工
程质量检测评定结果通知书，准予
竣工验收。

我们施工期内， 因受征地、拆
迁 、移民 、安置及工程设计严重缺
陷的影响，施工中基本是边征地拆
迁 、边施工边设计 、边修改不规范
行为 ， 人为造成工期延误1100多
天。延误期内又因原辅材料与民工
工资等不断上涨 ， 使施工成本增
大，现已造成各施工方严重的经营
亏损。后投资方及有关主管部门同
意按合同额10%比例进行工程材料
调概。但市纪委在对该工程例行财
务检查时 ， 发现发包方有违规行
为，要对其进行处罚。发包方则称：
纪委处罚款项全额均由各施工方
承担，并在尚未发放到位的工程材
料调概款中摊派扣除。请问如此乱
摊派罚金的法理何在？

一读者
调查附记：

记者接到此投诉后来到新邵

县采访 ， 新邵县筱溪水电站库区
移民指挥部一名姓邓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 ， 筱溪水电站工程确实设
计不尽如人意 ， 出现了边施工边
修改设计的情况 ， 施工单位的进
度受到了影响 。 工程完工后 ， 工
程款已结算到位 。 后来 ， 报请有
关部门同意 ， 决定给施工单位按
合同价的10%补发工程材料调概
款 。 这笔钱刚到位不久 。 但因为
指挥部有一名负责人被邵阳市纪
委立案调查 ， 纪委调查认为施工
单位的结算不合理， 要收缴90多
万元 。 这些钱就只能从这次的调
概款中扣除 。 而施工方对此想不
通 ， 认为所有的工程都经过了层
层认可， 不能从他们身上扣款。

记者就此采访了邵阳市纪委，
廉政办一名姓曾的主任答复说 ，
筱溪水电站工程确实因为设计不
合理的问题 ， 导致在施工中出现
了不少变更 。 但纪委在调查中发
现变更的工程结算有很多水分 ，
经过专业部门的审计 ， 纪委适当
地考虑了工程变更增加的款项 ，
但扣除了不合理的结算部分 。 此
结论出来后 ， 纪委已告知了指挥
部 ， 如果不认可 ， 还可以在规定
时间内申请复议 。 但指挥部很快
就对此签字认可了 。 施工方如果
不服 ，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指
挥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编辑同志：
我和合伙人于2010年9月 ，在

邵东县燕捷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
两台挂车 ， 其 中 一 台 车 牌 为 湘
E3449， 燕捷公司包上户。2011年5
月，我在车管所查询时 ，发现这里
的档案与湘E3449挂车的实际情况
不符合。 湘E3449本身照片是窗栅
式车体，而车管所登记的档案照片
是封箱式车体 （目前发改委就14.6
米窗栅式挂车还没有文件表明可
以合法上牌）。 另外，湘E3449原装
车架号是 LMA93NGD2A0003153，
而 行 驶 证 和 档 案 的 车 架 号 是
LMA93NGD4A003154。 而燕捷公
司另一台车湘E3452挂， 却套用了
我的挂车的车架号 。 我向邵阳市
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反映这一情
况 ， 但违法车辆至今未被扣押 ，
违法人员也未受任何处理。

邵阳市一车主
调查附记：

接到车主举报后，记者前往事
发地采访，邵阳市交警支队车管所
解释说， 车主所称的14.6米是车
辆长度、“窗栅式”或“箱式”是车辆
类型，车辆信息只要是符合国家发
改委发布的车辆信息公告参数，就

符合注册登记条件 。据了解 ，投诉
车主所购买的车是银行按揭车辆，
挂靠在邵东燕捷公司旗下的东风
运输车队，所以其上户手续也是燕
捷公司前来办理的（“车辆上户”只
要提供有东风运输车队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明和车主的身份证明，填
写好 “委托代理书 ”是符合法律规
定程序的）。 该车前来办理上户时
的资料及车辆，经核对国家信息公
告参数是一致的，档案内的照片是
“箱式”类型的。

接到车主投诉该车行驶证照
片及车辆的类型不同后 ， 交警调
查了解后才发现 ， 燕捷公司车辆
上户后 ， 公司为了满足驾驶员装
货的需要 ， 自行将行驶证照片和
车辆类型由 “箱式 ” 改成了 “窗
栅式”。 挂车车架号则是公司发车
给车主时搞错了 。 交警支队对燕
捷公司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
评 ， 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 燕捷公
司在2011年5月23日与车主达成
协议后将车收回到车队 ， 对该车
及时进行了整改 。 该车在更正恢
复后 ， 目前已办理了车辆转户手
续， 是符合法律规定程序的。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编辑同志：
我的小孩在资兴市东江镇中

心完小读书 。 听很多家长反映 ，
2012年新学期来临， 学生报名时，
学校有新规定 ： 凡是籍贯是外地
的学生， 一律要交200元保证金才
可以报名。 请问这是教育部门规
定要交的吗？

一家长
调查附记：

2月8日， 记者将此事向资兴
市教育局进行了反映 。 教育局表
示马上到学校调查此事。 第二天，
教育局回复说 ： 经调查 ， 该校由

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比较多 ，
为了加强学生学籍管理 ， 以免造
成学生流失辍学 ， 收取了资兴市
以外户口的学生学籍押金每人200
元 ， 并同时向学生家长承诺 ， 其
押金在学生转学或毕业时退还 。
但根据上级收费文件的规定 ， 该
校收取资兴市户口以外学生学籍
保证金 ， 属违规收费 ， 现已责成
该校迅速退款 ， 学校承诺迅速全
部清退 。 资兴市教育局表示 ， 他
们将举一反三 ， 进一步规范资兴
市中小学校的办学行为管理。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在战场上受伤致残

军人。1月28日， 我持残疾军人证、
居民身份证到湘运新化汽车站预
购1月30日（正月初八）新化至长沙
南站的汽车票 。 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 ， 残疾军人享受减收正常票价
50％的优待， 但不管我怎么对售票
员刘某解释请求，她就是不按此规
定优待售票，并称残疾军人要购半
价票， 必须要站领导发话才能售。
因过年车站人多不好找人，我也不
想为几十元钱给车站领导添麻烦，
更怕影响初八回单位报到上班，无

奈只好按全票95元（含3元保险）购
了一张新化至长沙南站的票。

我就不明白 ，残疾军人凭 《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 购火
车 、轮船 、长途公共汽车以及民航
班机票享受减收正常票价50％的优
待 ，是国家的政策法规 。是国家的
法律法规大, 还是新化汽车站的规
定大？湘运新化汽车站如此欺负残
疾军人 ，请主管部门管一管 ，让国
家给我们残疾军人享受的购票优
待政策不再在湘运新化汽车站行
不通。

岳阳市 老周

■记者调查
●常德 ： 30多

个铺位的客车居然
超载五六十人

1582078xxxx： 1 月 28
日， 我买了下午从常德桥南
开往珠海的卧铺客车票6张，
每张450元。 因为带着一个4
个月的小孩， 我买票时问售
票人员该车会不会超载， 售
票人员说绝不会。 但车刚开
出站， 就有人带着至少60个
人上我们那辆车， 挤得连站
脚的地方都没了， 30多个铺
位的车挤了90多人。 车开到
石门桥停下躲交警时， 我小
孩子都呼吸不过来了， 满脸
通红。我要求开车门下车，司
机不理。 我打电话到车站调
度室投诉， 工作人员居然挂
断了电话 。 29日上午8时30
分，车到清远时坏了 ，下午1

时30分才有车来接，下午5时多才到目
的地，历时26小时。下车后我看到该车
牌是湘J06905，我拍了照片留证。

●衡东 ： 甘溪镇盗窃
团伙猖獗

1376245xxxx： 2月9日晚 ， 衡东
县甘溪镇石岗街我的电器门市被团
伙盗窃 ， 被盗走大小液晶电视8台 、
高压电饭煲20多个 ， 还有其他小电
器， 价值人民币3万多元。 我马上报
了110， 警方表示 ， 本案线索太少 ，
破案希望不大 。 就在该天 ， 石岗街
一家小超市也被盗 ， 被盗食用油及
手机等价值人民币也是几万元 。 这
些盗窃团伙也太猖狂了 ， 开车盗窃
就像帮别人搬家一样 。 甘溪镇石岗
街近两年频繁被盗 ， 弄得石岗街的
居民人心惶惶 ， 请求公安部门严厉
打击。

●新宁 ： 污染户排污
却要村民出钱治理

1363849xxxx： 新宁县回龙镇南
庙村位于龙口大山脚下 。 因近几年
龙口大山锑矿开采与村民养猪业的
发展 ， 污水畜粪随意排放 ， 没有得
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正确管理 ， 最终
导致昔日清澈的生活用水变成了臭
不可闻的污水 。 如今 ， 新任村委会
主任与村民开会商讨环境治理时 ，
提出由所有村民按人头每人集资数
十元用于环保治理费用 。 对此我们
村民很有意见 ， 环境破坏者还在继
续破坏环境 ， 却要无辜的村民出钱
来治理， 村民怎么会愿意？

●沅陵： 家电下乡补贴
还有吗

1587456xxxx： 我是沅陵县马底
驿乡的村民 。 我去年9月买的家电 ，
可家电下乡的补贴至今没到账 。 不
只我一个人 ， 我们这里买家电的都
没领到 。 问财政所的人 ， 他们说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到 。 家电补
贴我们到底还能领到吗？

●桑植 ： 村道因为修
公路被压坏谁来修

1525806xxxx： 我家在桑植县城
陈家河镇 。 前段时间 ， 国家拨了大
量的资金修建 “桑龙公路 ”。 现在 ，
从县城到镇上的路是修好了 ， 可到
村里的这条路 ， 由于修建 “桑龙公
路 ” 的大型货车经常出入 ， 已经被
压得不成样子了 ， 尤其是下雨天 ，
到处都是水坑和泥浆 。 我春节回家
大半月 ， 也没见养路班的人进行修
补， 希望政府关注一下。

本专栏编辑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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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款为何被克扣
邵阳市纪委表示：是审计时挤掉工程结算水分

车管所答复：系有关公司违规操作所致
汽车登记资料为何漏洞百出

市教育局调查后责成清退

新化汽车站不按政策规定
优待残疾军人

资兴东江完小
收取外地籍学生押金

本报《桃马公路：让人痛苦的旅程》的读者来信引发大家关注，
记者到现场体验并采访有关部门———

愿早日结束这最痛苦的旅程

湖南日报社：
2011年12月7日，贵刊登了《贫困

村扶贫的尴尬事》（内容为：益阳市扶
贫办出资帮安化县长塘镇农丰村开
发果园脱贫， 但引进的是劣质果苗，
打官司索赔又得不到执行，贫困村村
民更加陷入贫困———编者注 ） 的报
道，该报道客观真实，市委书记马勇，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加忠，市委常委、
分管副市长王连志，副市长彭建忠先
后作了批示。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昭阳

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研
究，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安化县长塘镇农丰村劣质果苗坑
农事件发生后，2007年11月，益阳市仲
裁委员会仲裁， 由湖南长沙博林园艺
有限公司赔偿长塘镇农丰村农户损失
79.06万元， 但该公司拒不履行赔偿责
任。近8年来，该村村民数十次的向各
级政府反映情况。2008年5月上访到市
政府，市信访局召集市扶贫办、农行、
司法局、药监局，就追讨果苗赔偿一案

进行商议， 并将此案委托宁乡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执行。 由于异地执行的困
难和其他种种原因，直到目前，长沙博
林园艺有限公司才给了该村3万元的
赔偿。2011年1月，市、县扶贫部门根据
彭建忠副市长指示要求和该村的实
际，已将共和村（农丰村已并入该村）
列入新一轮实施扶贫开发的重点村。
2011年安化县委副书记李太源在该村
办点扶贫，县委政法委、县检察院、县
交警大队驻该村帮扶。 到位的扶贫资

金32万元，该村的公路建设、农田水利
建设项目已实施。

农丰村村民同样的问题重复多次
上访， 问题的症结是赔偿款执行不到
位， 我们认为妥善处理好农丰村事件，
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依法维护好群
众合法正当的利益，由人民法院依法将
赔偿款执行到位；第二步，引导鼓励该
村结合实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
该村扶贫开发的力度，特别是要宣传发
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和积
极性，改造已经荒芜多年的果园，重新
开发利用， 让扶贫项目真正造福于民，
使该村村民早日走上小康之道。

我们请求政府高度重视，出面干
预协调；请求省高院协调两地法院依
法将赔偿款执行到位。

益阳市扶贫办

■报道之后
本报报道安化县农丰村“扶贫越扶越贫”情况后，益阳市扶贫办呼吁———

兑现法律裁决 加大扶贫力度

施工单位在填补坑洼路面。 史学慧 欧金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