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编辑同志：
近年来，随着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的深入，农民购买农机快速
增长。以隆回县为例 ，截至2011
年底， 该县农用机械拥有量达
75633台， 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
比 ，数量增长了62%；农机总动
力达29.7840万千瓦， 年增长幅
度达11.8%。 农业机械已走进了
农村千家万户，为加快农业现代
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农村机耕道的现状，
却制约了农机的推广运用。目前
大部分乡镇没有机耕道，仅有的
也是建设于上世纪60年代的，由
于受当时的物力和设计观念的
影响，大多只能满足小型耕整机

和板车通行。特别是随着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村
机耕道建设、养护和规划处于放
任自流状态。几十年的风雨侵蚀
和人为破坏，机耕道路面越来越
窄，仅存的机耕道也多为泥沙路
面 ，坑洼多 ，基础弱 、安全等级
低，作业周期长。一台收割机在
收割不同成熟期作物的田块间
作业时，由于机耕道不通，作业
机械在田块间转移的时间比收
割的时间多几倍。拖拉机等作业
机械在机耕道行走时只能低速
行驶，有时还得搭板子做桥板才
能通过，大大降低了农业机械的
作业效率。农民和农机手有时只
能望“机”兴叹，机耕道成了制约

农村机械化普及的“瓶颈”。农民
期盼符合要求的机耕道能尽早
建设好。

加强机耕道建设需要政府
重视，多方筹集资金。《农业机械
化促进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农村机
耕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
护。县乡两级政府应把机耕道建
设纳入农业工程建设、农业综合
开发、生态环境治理、农机示范
村建设等项目中统筹规划，并与
农民投资、投工、投劳结合起来；
也可借鉴村村通政策，实现以奖
代补等方式， 促进机耕道的建
设。

袁鹰 邓集元

8月8日上午 ，怀化市二医
院靖州医院副院长全主见一
行 ， 带着医院职工的 12万多
元 爱 心 捐 款 来 到 省 肿 瘤 医
院 ， 看望他们医院罹患黑色
素瘤的儿科医师滕建发 。

滕建发是怀化市二医院
靖州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今
年26岁。今年5月，滕建发发现
左足底长了一个包块， 由于工
作的原因，未予以重视。直到半
个月前， 因为感觉到包块逐渐
长大并伴疼痛， 他在医院进行
了切除手术， 然而病检结果却

如同晴天霹雳———他患的是
恶性黑色素瘤 。

就现有的医疗技术来说 ，
这种病没有根治办法 ， 目前
最佳的治疗方法是扩大根治
术 ， 但术后的生物治疗光干
扰素每个月就需要花费 2万
多元 ，且需要连续治疗一年 ，
共需要 20多万元 。 这笔钱对
出身于农村家庭的滕建发来
说是个天文数字 ， 但是如果
这些治疗没有跟上 ， 黑色素
瘤 会 很 快 夺 去 他 年 轻 的 生
命 ，家中双亲一筹莫展 ，终日

以泪洗面 。
为了挽救这个年轻医生

的生命，市二医院靖州医院各
位医护人员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 ，为其捐款12万多元 ，仅滕
建发所在的儿科病室 30余名
医护人员 ， 在一天之内就为
他捐款3万多元 。

得知滕建发已成功接受
了扩大切除手术和淋巴结清
扫手术 ， 大家鼓励他积极面
对人生中的挫折 ，好好养病 ，
并真挚地祝愿他早日康复 。

刘杰华

编辑同志:
我是益阳人， 今年8月参加驾驶

证考试。但8月7日上午，我去参加科
目一的电脑考试时，却被考场的人要
求缴纳100元人身意外保险费才能进
入考场， 所有的学员都必须缴纳，如
果不缴就不能参加考试。我们参加考
试的学员不得不缴了这100元， 才得
以进入考场。请问这笔保险费到底该
不该缴？ 小陈
调查附记：

8月7日， 记者将此事反馈给了
益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驾考的
一位负责人。此后几天，记者多次与
他们联系， 益阳交警部门就此回复
说：学驾驶是高危项目，在训考过程
中，安全事故频发。保险公司是集千
家毫厘、消一家灾难的机构，为社会
承担风险。学员不购买“学驾期间意
外伤害保险”，一旦出事故，学员权益
得不到保障， 驾校无力承担风险，社

会矛盾将突出， 影响社会大局稳定。
近年我省、我市已有多起学驾期间的
安全事故发生， 善后处理难度大。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多次发文，强调支队
要引导驾校为学员购买保险，要求学
员自觉购买保险。要求学员购买“学
驾期间意外伤害保险”， 是切实保障
学员切身利益， 为驾培机构分忧，为
各级政府分忧，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的有效措施。为此，支队召开驾校校
长会， 要求各驾校做好学员的工作，
自觉购买“学驾期间意外伤害保险”，
以确保驾培、驾考行业的稳定。

但投诉者认为，购买保险应该是
坚持自愿的原则，如果是必须收的费
用，应该通过物价部门审定。这笔费
用一收就是100元， 不是个小数目，
不能把学员当成了唐僧肉。交警部门
应多做宣传引导工作，不能采取这种
强制的办法。

本报记者 田燕

●耒阳： 金山现代城
强收户主水电开户费

1363292xxxx： 我 是 耒
阳市金山现代城的业主， 今
年在该楼盘买了一套房子 。
签合同前， 我询问除房款外
是否还要收其他费用， 售楼
部的小姐很肯定地说不会 。
现在， 却要我们交水电开户
费 3150 元 。 我 告 诉 他 们 ，
《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交易价
格规则》 已于2009年7月1日
颁布实施， 水、 电、 气等开
通费用一律并入房价， 不得
另外收取。 但是他们仍然说
要收取 ， 说耒阳就是这样 。
目前， 绝大多数业主因为水
电开户费问题延误收房。 耒
阳主管部门为何不管？

●永州 ： 10086半夜短信
骚扰用户

1387468xxxx： 我是永州中国移
动神州行卡用户。 近几个月来， 经
常被10086在凌晨1至2点钟发来的话
费提醒短信吵醒。 我向中国移动公
司永州分公司反映了几次， 他们的
回答为： 是系统问题， 没办法解决。
这种影响客户深夜休息的短信真让
人无语， 感觉是恶意行为。 系统是
人设定的， 当然就可以修改， 难道
不能定在白天发吗？

●永兴：童星学校未经家长同
意收取短信费

1397575xxxx： 永兴县童星学校
未经家长同意， 向每一个学生家长
发送短信， 每月每人收取10元短信
费。 更为严重的是， 学生转学毕业
离校后， 学校仍然在继续发送短信，
继续收费。 这种不明不白的收费行
为应立刻停止， 并向家长道歉。

●邵阳：竹城公路修了几年还
没完工

1586479xxxx： 我是邵阳人， 在
外打工， 可每次回家乡都有一种心
痛： 邵阳的竹城公路占了许多农民
的耕地， 可公路建设了好几年还没
完工。 听说公路就建成现在的样子，
公路两边没完工的不再建了， 是真
的吗？ 希望上级有关部门也去实地
看看。
●长沙： 银盆南路一建筑工地深
夜施工扰民

1378725xxxx： 位于长沙市银盆
南路和桐梓坡路交叉口的湘能公司
大楼， 自2月施工以来， 连续通宵施
工， 钢管声、 汽车出入声夜夜不断，
噪音超过100分贝以上， 给不足10米
远的湘许嘉园二期300户业主造成严
重影响， 居民夜不能眠。 小区居民
多次上门抗议都被漠视。 希望有关
部门予以查处， 还小区居民一个安
静祥和的夜晚休息环境。

专栏编辑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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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107国道湘潭白石铺至茶恩寺路

段， 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已经破烂不
堪，一直到今天，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有次我经过时，几公里的路段，就发
现有3辆汽车经过此路段时爆胎 ，所
有路过此处的汽车都只能走S形 ，相
当难走，司机行人苦不堪言。难道是
有关部门看不到吗？哪怕是竖立一块
警示牌也好点呀， 让人感觉寒心。希
望政府部门早日修好此路。 刘浩
调查附记：

记者从湘潭市公路管理局了解
到： 国道G107南线湘潭境内从吴家

巷至护湘关全长49.5公里，从2000
年到2011年已完成大修加铺改造里
程共计39.72公里 。目前 ，从白石铺
至护湘关地段9.78公里路况的确很
差 。 为了彻底改变该路段的现状 ，
2012年7月，省发改委国家投资项目
评审中心组织对该项目一阶段施工
图设计进行审查，并组织专家查看了
现场，经过专家的审查，该段路的设
计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马上将启动
白石铺至护湘关地段9.78公里的大
修改造计划，争取在年底全面完成对
G107线路面改善工程的施工任务。

本报记者 田燕

107国道湘潭白石铺段难行
公路部门： 改造工作即将进行

益阳驾考强制购买意外保险

编辑同志：
我是祁东县步云桥镇松山村村

民， 奶奶今年85岁了 ， 可至今未领
到基本养老金。 国务院 《关于开展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
意见》 和省政府 《关于开展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 》
专门对此事进行了部署 ， 我在去年
就咨询县有关部门及村干部 ， 他们
却找理由推脱。 我听说同镇的有的
村已经发放， 可唯独我村还没有消
息。 希望贵报编辑能对此事进行了
解， 尽快将农民的基本养老金落到
实处。

小谭

调查附记：
8月2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祁东县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负责人。他
解释说，祁东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去年5月就已完成摸底工作， 今年
上半年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就绪，7月
专门成立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
服务中心的机构， 人员已基本到位。
目前，县政府已下发了关于城镇居民
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眼
下的工作是对各乡镇的村点联络员
进行业务培训。该负责人说，请农民
朋友放心。今年8月，该县农村居民的
基本养老金一定会发放到位。

本报记者 田燕

祁东县农村基本养老金
8月发放到位

编辑同志：
我是广东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7月中旬， 我们学校组团到张家界参
观。7月16日， 我们跟团从景区下来，
被当地导游拉到宝树堂制药张家界
武陵源服务部免费洗脚。在导购者的
吹嘘鼓动下， 我花了150元买了一瓶
北京宝树堂科技制药有限公司出品
的“复方樟脑乳膏 ”，还有180元一瓶
的所谓“土家精华露”。后来发现该药
是假药，原来叫什么蛇油精。

在泡脚的时候，宝树堂还组织几
个所谓的气功大师给人免费发功治
病，但配合治疗的药物动辄就是几千
块钱。一个自称姓向的气功师向我发
功，我有被电的感觉，当时以为很神
奇， 被要求购买配合一个疗程的药

“九味木香”（同仁科技健康药业有限
公司出品，3瓶，价格1340元），回家一
查，普通同类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十块
钱。后来我在网上一查，一些所谓的
气功，也是“发功”时利用低压电和一
些装置搞的名堂。我要求有关部门严
厉查处并退回被骗的药款。 丁培坤
调查附记：

7月底， 记者从张家界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正在联系
投诉当事人处理此事。对于宝树堂这
个服务部药品价格虚高，该局一是责
令厂家退钱给当事人，二是对厂家处
以5倍的罚款，并责令改正。但药监局
的工作人员说，对宝树堂的药他们每
年都进行检查，并没有发现假药。

本报记者 田燕

宝树堂服务部药价虚高

■转信回复

■三湘新风

机耕道建设滞后影响农机发展

爱心捐款温暖患病医生

8月23日， 邵东县30名在洞口县洞口镇某建筑工地打工的民工从洞口县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手中领到了企业拖欠的10万多元工资。 日前，该
大队根据《劳动法》有关规定，依法为农民工追回了某建筑公司拖欠的工资。

滕治中 摄

8月13日，花垣县花垣镇依溪村，一辆货车被几捆包谷秆挡住了去路。时值秋收农忙季节，不少农村
的村民在道路上占道晒包谷和稻谷，严重影响交通。希望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加强管理。 龙恩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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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国土局糊涂划线迟迟不纠错

两块土地红线重叠起风波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7年前， 怀化市国土局在该市
一块土地出让时，竟将红线划到了
相邻一单位的大院内，致使两块土
地红线重叠 。事发后 ，这一错误长
期得不到纠正，人为造成不稳定因
素。最近，当事双方矛盾激化，危及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请求党报
舆论监督，督促有关部门早日处理
此事，消除隐患。

国土部门的错误引起纠纷
7月28日， 中铁五局六公司怀

化办事处 （以下简称中铁 ）向本报
投诉称：该公司位于怀化市正清路
228号 的 一 宗 职 工 住 宅 土 地 ，系
1980年由怀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
家的相关政策规定，为解决铁路施
工企业办公及职工住房困难而批
准划拨给他们的，目前主要居住人
员为离退休职工，并于2001年按国
家房改政策出售给了职工个人。

谁料，2006年9月，怀化市国土
局在未做地籍调查的情况下，就稀
里糊涂地将该公司职工住宅用地
土地红线范围内的东南面方向约
2.5亩土地，出让给了湖南省湘维有
限公司等三家单位联合开发。湘维
公司于2009年知情后，曾多次向有
关部门反映， 但至今未得到处理。
今年7月27日凌晨， 湘维公司便强
行在本属中铁范围而被国土部门
错误认定的土地红线内施工，挖毁
中铁大院的堡坎围墙长度近百米，

并造成落差达10多米，使得该单位
老年活动室地面多处下陷，临近的
房屋安全受到威胁。

住户在担惊受怕中度日
8月1日， 记者来到实地采访。

中铁的职工住宅区原有一道围墙
与外为界，可是，记者看到，现在围
墙已完全没有了，小孩玩乐的水泥
滑梯也被挖断成半截。该住宅区的
老年活动室和职工宿舍直接面对
着落差10多米的高坎，看上去让人
胆战心惊 ：一旦发生滑坡 ，临近的
房屋就会跟着垮下去 。最近 ，中铁
为了安全起见，已关闭了老年活动
室。

居住在12栋的住户丁凤玉老
人的女儿告诉记者，他们房屋的地
基本来就不结实，邻近湘维的地段
全是松土和洼地，她家的院子也全
是后来自己填平的 。7月27日湘维
动工后 ，她家院内地面开裂 、菜地
被毁 ， 她的母亲受到惊吓晕阙倒
地。闻讯而来的不少住户也纷纷向
记者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请求政府
能早日处理中铁与湘维土地红线
重叠事宜， 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同
时尽快加固坍塌边坡，并对危房进
行检测，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纠错为何如此之难
中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公司发现红线重叠后，也多次找到
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于2011年12
月12日，向怀化市政府和市国土局

递交了请求解决土地重叠问
题的请示，后来又多次找有关
部门，但一直未得到处理。

记者在中铁住宅区的一
栋房屋外墙上 ，看
到 了 湘 维 公 司 贴
的一则公告 。
公 告 称 ：2009
年该公司在与
中铁相邻的空
地施工时 ，中
铁提出该地块
红 线 存 在 争
议， 要请求怀
化市政府对土
地权属进行确
认， 于是湘维
暂停施工 。但
是 3年多过去
了， 此事无人
处理， 严重影
响了该公司项
目进度 ，湘维决定恢复施工 。于是
便发生了7月27日强行摧毁围墙的
事件。

记者在2010年4月30日的怀化
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上，也看
到会议曾专门提到了要“妥善处理
湘维公司与中铁五局六公司用地
红线重叠问题”。可是，不知什么原
因，这一事实明确的错误却迟迟没
有得到纠正。

记者来到怀化市国土局采访，
该局分管办公室工作的欧小鸥总
工程师答复说，了解情况的工作人

员都有事外出，他不了解当初红线
为何划错了，也不清楚为何迟迟未
纠错，但目前国土部门已责令湘维
停工。

8月10日， 怀化市国土局给记
者打来电话说：该局正积极协调处
理此事，承诺近期会有一个处理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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