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012
34567$89:;< %&" =>?@ABCDEFGH
IJFGK./L123456#$8DEMN./012
OPQ56#$R FGST./L1234567$U9
:;< %&" =>?M V9:;<W %&" =>?XYK
!!" =>?JZ[GV./L12OPQ567$9:;
<K !$" =>?R

./L1234567$\]^_`ab4cdef
5;`- g\hi^_`ab4cjkVf5lmlc-
./L12OPQ567$\]PQabno4cdef
5;`Ng\hiPQab4cjkVf5lmlcR

p#$lmqrst<7$uvBwux'yz{
'|J }stBwuVr~<7�x'y�{�'|-5
m��<7$��lc���j�Vh�-�����V
�eK�5����J7$FG���������R

��7�R
!"#$%!./�.�� $"' � ¡¢£
&'()!%!$"""

( *+,!¤¥¦ -.!)*$&+!,**%',
( ( ( ( /0!-$'*$&!'*&*

!"#$ 1 % 2 #& 3

!"#$%&'()*+,-*.
!"#$%&'()*+,-./0123!

!"#$%&'()*+,-.)/+,01234/+,5
36 !"#$ 7 % 8 $# 9:;/+, !&#! 77<=>?4?@A
BCDEFGHI

4"56789:;<!
?@:J&I+,KC?L?@MNI!&#$ 7 % 8 $# 9OP

' ML?@QRI+,?@ST+,QUIVWXYZ[\Y]^
_` (#a !&!S bLcdefIghijklLmnopn&qI
/+,=>rstuc&o/+,vwKCoxC)yz{|&
qo}~��&q�

="78>8?@
#o�@#!&#! 7<KC?����.L!o�@#!&#! 7<x

C?����.L$o �@#!&#! 7<��d���.L)o �@
#!&#!7�^����.L*o�@#$*y�k�J�+,�}�
��/+, +$,&*&,&&&==����@�.T��?=>���
�cdLvw=>�6/+� ¡¢9£¤¥9¦§¨©ª«¬
®��¯«¬°±²³´µ�423MN¦�©ª�4��
®��¶��²³´µ�� b

A"BC?@
#oDEFG!&%$#-..#$!%#/0 0 DEH!·¸¹
!o78IJ!mn?@&q�ºE»o¼½»¾|�
¿ÀEF4�ÁMmTpbn�

!"#$%&'K)*+,-./L?7
!&+$7 %8 '9

!"#$ !"#! %%&'()*+,-./012345

!"#$ %&' !"#$ ( % ) !& *+, '" - $( ./01
23456789:;<=>?9$@A>?B'C12DEF
'" GHIJK2L $ MNOPQORSTU VSTRWXYZ
[\ )**)+&$ E]^_`abcd>?$e>f %(( gh$ijk
lm ')"gh$>?klm $"gh$nop )""ghU

qrstuqvwxlyzklmznop{|}@~��i
j��U

!"#$%&!!"'$( %) !$*� !**
'()*%&!!"'$( %) !)*�, )-c
'(+,!C12��H� '!GH�Q8 $"&;
'(-.!'$,%$)!(,%$����� '(&"%$)'$''�����

/0123!45678

!"#$%&'()*+,-./0123

!" !"#$# %$ &%&'"()*%+,-./0(12
3456789:;<=9>?@ABCDEF, GHIJ
KLMN

'OPQRSN(')*T!!+'U !OVW9XAY0Z[\]
SN', ^_U $O`EFa%bc % $ $' %dTefghi1
234567=9:;<jkAYCDlmTnopqefU

rsLMU
!"#$%&'()*+,
-./0123456

!,'$t %$ ',%

!"#$%&'()*
! ! " "#$% #$ & %&'#()& '()*"*%+#,-./

0 *#(%+,+*12345) #$67 #"89:
;<=> #" 89?@A%BCD#EFGH-IJ5D

#(89#KFGH-IJ5D -.(89: L5EFGMANO
B# PQRSTUVWXYZ= [\]Z^_`a5D #$
7b #! 89= \cd #$ efDghDi= j1Wekl
m=WnW_opq2r=es;1tuvwxyaz{|
}~2r: ��EFGwKFG��YA234�O=a�
�Yg��=�?���:��\��Y'����u #"8
9=����}�O�Y���: !!"# $%&"

!"#$%&'()*+,- !" ./ !# 01

!"#$ !"#$%&'&()*+,*- ,*./0
12345 %#&" 6 ' 7 ( 89: ( ; "# 3<&# ; "# 3
=>?;@A BCDEFGHIJKLMNOFPQRS
TUVWXYZ[\]X^_`ab<cde]fZghe
LXijYZ Fklmnopq"rst0XWX.u
vw)**+,--.../0122134/)5363/478/93-x

!"#$%&!rsyz*+{|u/}~F�
'()!�� '(*+!#'"$:'"$'(;;

< < < < , -!#'"$:'"$'(;=

!"#$ ./012343567897"97:$!;

!"#$%&'

朗
木

朗
木

朗
木

朗
木

朗
木

朗
木

２０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9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6月6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
雨， 让多年来傍河而居的澧县太
青乡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不少村民
家进水， 农田被淹。 虽然洪水很
快退去， 村民的生命财产并未受
到很大的损毁。 但一些村民事后
仍心有余悸， 他们认为， 此次遭
灾不仅仅是天灾， 也是人祸： 是
占用河道建房惹的祸。 村民呼
吁， 政府部门要制止占用河道建
房的行为。

挤占河道建房现象
无人管

村民介绍， 杨家河是该乡流
经乡政府所在地的一条河流， 其
惟一的支流探峪河发源于探峪
村， 在乡政府所在地汇入杨家
河。 近年来， 不少村民， 甚至一
些单位都在河道上建房， 这种违
规建房的现象无人管。

探峪河平时只是一条小溪
沟， 从它汇入杨家河的河口溯流
而上， 大概只有几百米就已经看
不见河道， 全部被建上了新房。
2010年， 乡卫生院全部建在杨家
河的河道上。 接着， 乡政府又以
建邮政储蓄银行为名， 让皮某占
河道搞商品房开发， 这些房子全
部是跨河道而建， 皮某负责在河
道上搞好房屋地基， 然后以5万
元一间卖地皮， 现在都建上了房
屋， 这里总共已建房屋10多间，

每间房屋占河道面积大约40至50
平方米左右。 河道变窄， 河床水
位上升， 河水无法顺利通过， 6
月6日洪水暴发时， 乡政府附近
水漫桥面和公路路面， 洪水内涝
形成一片泽国。

河道不见河流只见房
6月28日， 记者来到太青乡

乡政府所在地， 由于多日的干
旱， 呈现在记者眼中的杨家河河
水很浅， 探峪河更是成了一条干
涸的小溪沟。 记者发现， 杨家河
在集镇的上下游都是宽敞的河
道， 只是一进入乡政府所在集
镇， 河道便被挤占得几乎不见踪
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楼房，
它们或傍河、 或跨河而立。 为了

“圈占” 土地， 不少村民直接将
房屋地基打柱子固定在河道上。
该乡邮政储蓄银行所在的那排楼
干脆直接横跨河道， 猛然一看，
只看到房子依山而建， 不见河
流。 记者从一栋房屋的间隙中下
去， 才见到了那被房屋死死束缚
的河流， 河床又矮又窄， 一旦遇
到大洪水， 泄洪就成问题。

太青乡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 不排除占河道建房对6月6日
的行洪有影响， 但当日10小时降
雨量177毫米 ,超历史高位洪水，
是造成这次淹田和沿河部分房屋
地下室进水的主要原因。 另外，
历年山洪， 村民生活、 建筑垃圾
乱倒造成河道淤积， 抬高了河

床， 也是造成水淹的重要原因。
目前， 乡、 村已组织资金2万多
元， 对600米的主河道进行清淤。

澧县水利局太青乡水管站一
名姓丁的负责人则解释说， 严格
按规定来说， 河道上建房是不允
许的。 但由于太青乡乡政府是
1998年才搬到此地的， 因受地
域条件限制， 乡卫生院等公益事
业单位及当地居民历年都在依山
傍水搞建设、 修房子。 特别是近
些年来， 集镇建设发展速度加
快， 远近村民纷纷涌向此处沿河
建房、 占河建房、 跨河建房。 村
民意见最大的跨杨家河而建的卫
生院和邮政储蓄银行所在住宅
楼， 当时还征得了水利部门的同
意， 并保证了河道的宽度， 但对
河道行洪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 遇特大暴雨， 部分居民房低
层 （架空层） 容易受淹。 近些
年， 该乡已意识到了占用河道建
房的危害， 从2012年起， 禁止
占用河道建房。

为什么占用河道建房屡禁不
止呢？ 记者认为， 这里面既有违
章建房者的短视， 只看到建房带
来的即时利益， 而不顾将来洪水
泛滥、 堤崩屋毁的风险。 也有老
百姓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 但更
重要的是监管的缺失， 使得一些
占用河道的违章建筑屡屡从政府
眼皮底下“闪现” 出来， 有的甚
至还能通过有关部门审批， 成为
合法建筑。

投诉人:小蒋
今年3月份，我花2920元在

城步一个农机补贴定点销售点，
买了一台广西产的汽油旋耕机。
但后来我得知，几个月前我二叔
买的同样牌子同一个型号的机
子，只花了2580元。于是，报农机
补贴的时候 ， 我去找经销商理
论 ， 经销商的回答让我大吃一
惊，他们说县农机局收了他们将
近40万元的钱 ，不涨点价 ，他们
吃什么。农机补贴是国家给农民
的惠农政策,难道就让他们这样
吃掉了，希望有关部门严查。
受理记者：田燕

7月4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城
步苗族自治县农机局， 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 县里的确指定了3
家农机公司作为定点销售商， 农
民在这3家农机公司购买省里指
定农机产品可以得到补贴， 小型

农机可以补贴600元钱。 但对于
农机的售价， 该负责人说农机明
码标价， 农民还可以讨价还价。
记者询问， 县农机局是否对指定
销售商进行价格检查， 不准高价
销售。 该负责人表示， 他们并未
进行过这方面的检查， 最近会去
看一下。 对于投诉者反映的县农
机局收了经销商40万元给予定点
销售的资格一事， 他表示没有这
样的事。

记者又就此项政策咨询了
省农机局， 一位工作人员说 ，
指定的经销商是不允许随意提
价的， 希望用市场调节的方式
规范价格， 农民可以在全省范
围内任意一家经销商购买农机
具， 一样享受补贴。 农机局收
受定点经销商钱款的事是绝对
不允许的， 如果出现投诉者反
映的情况， 将予以严查。

投诉人：一居民
我是华容县的一名普通居

民， 家庭经济困难，2010年向政
府提出廉租房申请 ，最近 ，好不
容易等到相关单位承诺可以优
先分配廉租房。社区干部叫我到
社区领取了一份低收入家庭情
况调查表，上面主要是调查几样
情况：县房地产管理局核定是否
有房产权证明、交警大队核定是
否有机动车的登记等。

7月2日， 我先后到了县房地
产管理局和交警大队核定情况并
盖章。 在县交警大队盖章的过程
中，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而在县房
地产管理局， 却被告知要收取40
元钱， 开具的定额发票中也没有
40元钱的用途等说明。我不明白，
县房地产管理局收取的这40元是

什么钱？难道他们不知道来办理这
些手续的人， 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吗？我们本来就困难，开个证明自
己困难的证明怎么还要收费呢？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4日，记者致电华容县房
地产管理局办公室，一名姓严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按物价部门审
核的标准，该部门可以收取档案
查询服务费， 个人每次40元，单
位每次100元。 当时该局办事人
员确实按40元标准收了投诉人
的费。群众投诉后，房产部门才
得知在今年的收费许可证上有
一条：“低保户可免收此费用”，故
房产部门对后来再来办理无房
证明的低保户没有收取此费用。
对已收取的费用，只要提供低保
证明和收费发票，一律退款。

投诉人：金溪镇部分居民
我们是衡阳县金溪镇杨柳

村 、凌棚村 、德声村三村交界处
的居民，祖祖辈辈一直在这个环
境优美 、 交通方便的土地上生
活。自从金溪镇把垃圾场建在离
我们的房屋直线距离不到150米
的山坡上，我们从此便生活在水
深火热中。我们的家里面整天苍
蝇密密麻麻地飞， 一不注意，苍
蝇就落到了碗里 、杯子里 ，有时
甚至飞到了嘴里。 这既恶心，又
危害身体。 垃圾场焚烧垃圾时，
浓烟滚滚 ，臭味刺鼻 ，让人无法
呼吸 。 更严重的是垃圾场的建
设 ， 导致我们的饮用水源被污
染。以前，我们都是饮用山泉水，
可口又卫生。现在，一到下雨天，
垃圾场的污水就流入水井，村民
没有别的取水处，只能被迫饮用
这种脏水。 希望领导为民着想，

早日搬迁垃圾场。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2日，记者采访了金溪镇
分管环境卫生的副镇长刘辉。他
说，居民投诉的垃圾场主要是处
理镇政府所在地居民产生的生
活垃圾， 目前垃圾量并不是很
大。镇政府已经对居民反映的问
题引起了重视，召开了会议专题
研究，7月1日组织环保部门进行
现场查看，并对居民提出的饮用
水被污染的问题进行了井水取
样。7月2日， 又召集了部分居民
代表进行座谈，并与居民达成初
步意见：如果环保部门检测结果
证实饮用水受到污染，将坚决搬
迁垃圾场。 如果污染不严重，将
对垃圾场进行治理，如及时焚烧
垃圾、喷洒药水灭蚊等，尽最大
努力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不
良影响。

·韶山：盼望在银田设立有
线电视缴费点

1380733xxxx： 我们银田
地区是韶山市的边陲， 距市区
10余公里。 过去，广电部门在这
里设了有线电视收视费代缴
处，给千余收视户带来了方便。
可近几年来， 银田的收视费代
缴处取消了， 收视户缴费要跑
到市里去交， 未按时交费信号
就关闭了。 这可害苦了银田有
线收视户， 特别是老弱病残用
户。 因此，建议广电部门为老百

姓想一想，每年的6月底和12月底，定期定
点在银田收费几天， 方便一下广大有线电
视用户。

·长沙： 梨何时能通公交车
1520081xxxx： 长沙县 梨人口众

多，紧靠长沙市城区，去年已由 梨镇改
为 梨街道办事处， 但交通还是很不方
便。 不但没通公交车， 就连人民东路连
接 梨的那条路也是凹凸不平， 行车困
难。 这里不少人在长沙市区上班，大多乘
168路车到人民东路再转到 梨的中巴
车。 但稍晚一点，中巴就没有了，只能走一
个小时的路回家。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开
通市区到 梨的公交车。

·湘潭： 江声学校组织学生假期校外
补课

1387320xxxx：我是一名湘潭江声学
校的家长，住在湘潭县青山桥地区。 早几
天，儿子回家时，说假期老师组织学生统
一到时代阳光或光华培训学校进行培训，
并且要实行签到制，不去不行。 我送儿子
上江声学校，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现在
又要花2000多元钱培训，已难以负担。 如
果不去，老师说培训会上一部分九年级下
册内容的课， 掉了课又怕孩子跟不上班。
听说教育部门有规定，不允许假期组织培
训。 这还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怎么就如
此补课呢？

·芷江：楼下开餐馆楼上受污染
1552611xxxx： 我是芷江侗族自治县

西街华记煲仔饭馆楼上的住户。 现在天气
炎热，我们有家不想回，有窗不能开。 每天
早上5时后，楼下粉馆的油烟和蒸饺馆的煤
炭味及热气窜得满屋都是。 更可气的是，上
午10时至晚9时，楼下煲仔饭馆的油烟会不
断地往上飘， 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不开窗
户，炎热的夏天人就像呆在蒸笼里一样。 我
们因此事找过环保局和城管局， 但至今未
解决。 请问这样的事到底该谁管？

专栏编辑 田燕

7月4日， 在长沙市梅溪湖某工地打
工的湖北民工童金春， 专程来到长沙市
鸿 基 出 租 车 公 司 送 锦 旗 ： 感 谢 湘
AT72283的士司机王立平对她丈夫的救
命之恩。

4月20日早上8时多， 童金春的丈夫
像往常一样， 骑着电动车从租住地前往
工地上班， 谁料在梅溪湖路段横过马路
时， 被一的士撞倒在地。 肇事车很快跑
得不见踪影， 伤者血流不止， 生命垂危。
此时， 路过此地的鸿基出租车公司的士
司机王立平见状， 马上将伤者救起并送
往医院施救， 为伤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
时间。

童金春告诉记者， 由于肇事车是一
辆套牌车， 虽然岳麓区交警大队已立案
调查， 但短时间内很难抓住肇事者， 她
的丈夫肺部、 腿部、 头部多处受伤， 至
今仍躺在长沙市三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已花去了40多万元医药费。 一场飞来横
祸让童家从此陷入痛苦贫困境地， 但长
沙的士司机王立平的义举令她这个外地
人深受感动， 让她倍觉人情的温暖。 在
感谢好人的同时， 她渴望得到更多的社
会帮助， 希望交警部门加大力度破案，
早日将肇事者缉拿归案。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垃圾围村， 是目前令基层干

部和广大村民头痛， 却又没有较
好处理办法的环境污染问题。我
觉得，如果让乡村垃圾瘦瘦身，处
理起来要简单很多。

目前，农村的垃圾来源，主要
是生活垃圾、 生产垃圾、 建筑垃
圾，其处理形式以随地乱扔、就近
入沟下塘或者焚烧为主， 久而久
之，形成垃圾山。

针对农村现在的垃圾处理难
题，修几个垃圾池、建几个垃圾填
埋场，不仅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仍

然留下很大的污染隐患。 笔者认
为， 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公民回收
处理可利用垃圾的意识， 让垃圾
物尽其用， 对不可回收垃圾也要
进行科学的瘦身处理或者消灭性
处理。首先要强化垃圾分类。乡村
垃圾中， 大部分都是可以集中起
来沤制作为上等农家肥的原料，
再就是那些秸秆， 也是理想的火
土肥燃烧原料， 如果将他们充分
利用起来， 就会大大减少处理乡
村垃圾的压力。 其次是要有相关
法律法规来制约和处罚乡村垃圾
随地乱扔、随意处理的行为。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澧县杨
家坊乡正在探索科学处理乡村垃
圾，那就是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生
态家园意识的基础上， 采取措施让
草堆“瘦身”、让粪堆“变身”、让垃圾
“隐身”。让草堆“瘦身”，就是利用秸
秆挤块机，将草堆“瘦身”成方块，然
后加工成有机肥料；让粪堆“变身”，
就是鼓励村民结合改水改厕兴建沼
气池，让那些苍蝇、臭气满天飞的粪
堆进入沼气池腐熟发酵；让垃圾“隐
身”， 就是及时清运不可回收垃圾，
进行无害化处理。

澧县 柏依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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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环卫工人在泠江河宁远县城区段打捞水草。 连日来，持续高
温少雨，泠江河水草增多，该县组织突击打捞队，对沿河水草、垃圾进行
集中打捞，确保母亲河水清、景美。 乐水旺 唐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