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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阿姨， 我会加油读
书。”8月21日， 隆回县荷香桥镇
学生郑小花接过爱心女士给的
助学金后，连忙表示感谢。

郑小花今年18岁，是初二在
校学生，一直跟随61岁的养父生
活在该镇红叶村一深山老林中。
因家庭贫困，养父欲将小花停学
出嫁。隆回县教育局领导得知这
一情况后，发动“驿站之家”爱心
公益网网友李典陆、龚木、刘艳
平等网友赶来山上慰问小花，劝
阻其养父，鼓励小花继续读书。

红叶村地处高山，交通闭塞，
该村单身汉郑金成靠卖柴为生。
1995年，他在路边捡到了“小花”。
父女俩相依为命，靠种地、砍柴度
日。小花17岁时来到镇上读初中，
朴实、好学，学校每学期都把她列
入“两免一补”资助名单，老师也
经常送给小花衣服、鞋子。郑金成
为了供女儿上学，砍柴格外卖力，
但全靠35元一担的干柴怎能维持
父女俩的生活呢？前不久，镇上有
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说女儿反
正学习成绩一般，干脆把她嫁了。

郑金成一时糊涂， 便答应把女儿
许配给人，并得到一笔礼金。隔壁
的大婶知情后， 当即骂他“老糊
涂”。第二天，郑金成赶紧下山把
礼金退还给了人家。

爱心网友看到小花家的贫
困状况后，现场为小花捐献助学
金。“快易典” 公司老总承诺，只
要小花想读书，公司从现在开始
负责她到大学毕业的所有学习
费用。郑金成深受感动，表示再
苦再累也要继续送女读书。

罗理力

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ｗｗｗ．ｈｎｏｌ．ｎｅｔ

记者� 调查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实习生 黄猛根

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白马岗村老
虎坡林场，经过多年的封山育林，已是
一片林木葱郁的林地。 可近两年来,有
一个兴旺沙砾厂却在此非法毁林采矿，
青山被挖得面目全非，至今无人制止。

老虎坡林场现巨大“窟窿”

接到群众举报后，记者8月22日来到
了老虎坡林场， 进入林场的路边立着一
块醒目的“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项目石
碑。刚进山时，放眼望去，山上栽满了橘
树、桂花树、樟树等树木，绿意扑面而来，
一片怡人景象。可是越往里走，呈现在眼
前的却是一个黄土裸露的巨大“窟窿”，
山林被挖得千疮百孔， 周边形成了陡峭
的悬崖，黄沙遍地，山体滑坡，树木被毁。

投诉人告诉记者，老虎坡林场属于
国家的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项目，面积
有250多亩。2011年10月， 有人开始在
这里毁林挖矿，上百台车不停地来回运
输，高耸的山林很快被夷为平地。可是，
他们举报到有关部门后，这种行为却未
得到有效制止。今年3月，不知为何由邻
近的桃源县公安部门以非法占用林地
对沙砾厂老板圣某刑事拘留，但圣某很
快被取保候审，他一出来就又开始疯狂
毁林采矿，如今山林已被毁上百亩。

本来，作为纳入退耕还林范畴的林
地，不应该出现这种非法毁林采矿的行
为。据了解，兴旺沙砾厂也确实一直没
有依法办理采矿证，但其采矿行为却没
有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制止。 不仅如
此，该厂的采矿区域有15亩还通过了国

土和林业等部门的预审，另有15亩通过
了林业部门的审批。采矿者凭着与村委
会、村民小组以及承包林场村民签订的
一个无期限占地采矿利润分成的协议，
导致了老虎坡林场大面积被毁。2013年
5月，经常德市国土部门测绘，被毁林地
面积达73亩多。 令投诉人气愤的是，圣
某取保候审出来后，毁林采矿行为更加
猖獗，村民们忧心忡忡。

多头管理难形成执法合力

记者采访了鼎城区国土资源管理
局分管矿山开采的有关负责人，他们称，
兴旺沙砾厂的15亩采矿区域有合法的
采矿权，至于其超面积采矿，则应该查
处。只是因为后来群众举报后，公安部门

已介入，他们便没做处理了。记者指出，
公安部门是以圣某涉嫌非法占用林地处
理的， 国土部门怎能不追究其非法采矿
行为？他们这才表示将着手调查。

鼎城区林业局林地股负责人则称，
他们后来给圣某批的采矿区是用来取
土的，而且还谎称他们两次批的共30亩
林地都不是退耕还林范围，并说他们并
不知圣某后来又超面积占用林地。鼎城
区森林公安民警则介绍，2012年7月18
日， 群众举报圣某超范围占用林地后，
他们进行了查处， 当时认定仅占2.85
亩。现在，圣某已由桃源公安部门立案
查处，对圣某取保候审以后发生的新的
违法行为，他们不方便查处。

令人欣慰的是，群众举报后，2012年
6月，鼎城区公安局经侦大队以非法转包

土地为由， 对将承包林地违法转包给他
人开矿的村民张某进行了立案查处。记
者在此了解到，该厂没有进行工商登记，
一直未取得合法的采矿证， 但早在2011
年10月就开始无证开采。 而且老虎坡林
场属于国家的退耕还林面积， 国土部门
和林业部门的审批都是违规的。

办案民警介绍， 发生在白马岗村的
这起非法毁林采矿事件， 涉及到村委会、
国土、林业部门滥用职权，村民张某涉嫌
非法转包土地，沙砾厂老板圣某涉嫌非法
采矿、占用林地。但此案办案单位分散，特
别是圣某本人及违法所在地都在鼎城区，
现在却由桃源县公安部门办案，这不利于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他们已建议上级部门
将此案并案处理。群众也呼吁执法部门形
成执法合力，早日制止毁林行为。

投诉人：湘潭一老人
我是一个常住湘潭市湘江河

边的渔民，现年63岁了。捕鱼一直
是家里惟一的生活来源。 按照国
家关于捕捞渔民的“三证合一”政
策，60岁以上的渔民就不能换取
新证了， 这意味着我不能再捕鱼
谋生了，使我家生活陷入了困境。
国家的政策是为人民服务的，希
望有关部门为我们的实际情况着
想，解决我们的生活来源。
受理记者（实习生）：黄猛根

8月19日， 记者就此事致电
湘潭市渔政管理站，该站的一名
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三证

合一” 指的是渔业船舶检验证、
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捕捞许可
证三种证件合一， 根据湖南省
“三证合一”发放政策中‘船员年
龄相符原则’的规定，年满60周
岁的已持有专业捕捞许可证的
专业捕捞渔民不予换发新证。工
作人员表示，这项政策是考虑到
上了年纪的渔民捕鱼安全问题。
针对老人所反映的具体生活情
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湘潭市
渔政站正努力与各级政府部门
协商，尽可能为这些不能换新证
的高龄渔民申办最低生活保障，
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来源。

投诉人：小龙
我父母是华容县清水村村

民。2011年，村干部大力宣传参
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好处，说每人
都可以自愿交社保金 100元 、
1000元、2000元不等，交款金额
与以后能够拿到的退休金额成
正比。 我父母为了将来着想，当
年就每人交了 1000元的社保
金，可却没有社保卡等任何交款
凭证 ，其他村民也是如此 。大家
去问村干部 。村干部说 ，过段时
间会发社保卡的。可是一年过去
了，社保卡还是没有到村民们的
手里。2012年，我父母照样交了
钱 ，但社保卡还是没到手 。村民
担心受骗，今年打算只交100元。
可村干部说， 如果这样交的话，

前两次交的1000元都只能按照
100元来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受理记者：欧金玉

8月1日，记者就此致电华容县
农村养老保险中心，一名负责人答
复说，该县的农民养老保险卡正在
制作中， 估计从8月份起会陆续发
放。至于村民缴费，是按年累积的，
可以根据每年的经济实力选择适
当的额度，不存在投诉人所提到的
村干部所说的那种情况。 交费时，
村干部必须提供给村民一张收款
收据，如果发生漏保情况，村民可
以凭收据找县农村养老保险中心
处理。另外，在大部分乡镇，已开通
了银行柜台办理此业务，村民可以
到农业银行或邮政银行的网点缴
纳养老保险费。

投诉人：李民
目前，又到了鞭炮经营者换

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时候了。华
容县安监部门借换证之机，要求
我们个体工商户买500元的保
险。这不是和保险公司合伙强买
强卖吗？
受理记者（实习生）:黄猛根

8月中旬， 记者将此投诉转
交华容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处理。该局回复说，根据《湖南省
安全生产条例》和《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重点行
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意
见》规定，全省范围内的煤矿、非
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冶金、建
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和
领域实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

且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各
级安监部门办理安全生产行政
许可的前置条件。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由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单位向保险
公司投保并支付保险费， 当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并导致人身伤亡
时， 由保险公司承担企业单位所
应承担的经济赔偿， 包括人身伤
亡补偿和事故救援等费用， 能最
大程度地减少企业因发生事故带
来的经济损失。全省的安责险由5
家保险公司共同联保。 该县的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由平安保险公司
华容分公司具体承办， 根据企业
的规模和性质， 由保险公司分别
收取500元至20000元/年不等的
保费， 并开具安全生产责任险保
单，安监局不经手任何保费。

投诉人：小陈
我是慈利县宜冲桥乡人。 今

年我省天气炎热，慈利县和其他许
多地方一样遭遇大旱。 据了解，国
家下拨了不少资金到各乡镇用来
应对抗旱， 可许多老百姓反映，他
们一分钱也没分到。 由于年轻人
常年在外打工，只留下部分老的少
的留守在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国
家的一些政策。 希望帮忙调查上
级拨发抗旱资金的去向，别让抗旱
资金被截留或被人私吞。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村民的反映向慈利

县宜冲桥乡政府进行了反馈。乡
政府回复说， 因为长期干旱，宜
冲桥乡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措
施抗旱救灾。积极向上级反应旱
情， 积极组织各村抽水抗旱，九
龙流域能抽到水的地方稻田损
失降到了最低。乡政府在全县最
早组织专门车辆为缺水群众送
水，到目前已送水200多车，每车
200元， 共花去资金4万多元，而
县政府拨付的救灾资金只有5万
元。8月16日，县民政局拨给乡里
的临时救济金1万元， 已全部用
到沙刀村的地质灾害点。

【身边新风】·长沙：芙蓉区发票中奖为何被取消
1350731xxxx� ：7月份， 我参加了长沙

市芙蓉区“芙蓉消费月月奖，十万现金等您
拿” 活动。8月13日， 芙蓉区活动处打来电
话，说我的发票中了三等奖，我很高兴地去
办理了验证发票的手续。15日，他们又打来
电话，说我的发票消费的餐厅不是芙蓉区的
范围，而属雨花区，要取消我的中奖资格。我
感到不可理解：发票代码是芙蓉区的，这个
餐厅在雨花区为何会使用芙蓉区的发票，如
果我的发票不在其范围就不应该会被抽中，
就是其中有什么问题也不是消费者的问题。
感觉相关部门这样不守信用。

·龙山：成美水泥厂不按劳动法规办事
1890743xxxx：我是龙山县成美水泥厂一名普通工

人，在厂工作已一年多时间了。该厂属于私人企业，是龙
山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两亿多元。但老板未给我厂
两百多名员工购买任何社会保险， 和新进员工也未签任
何劳动协议，每个月也是上满月班，没有任何休假。当我
满怀希望给当地劳动督察打投诉电话时， 他们说这在龙
山县是普遍现象，就挂了电话。劳动督察部门不管，我们
打工者该怎么办？

·张家界：土家风情寨买中药受骗
1396204xxxx：7月15日，我在张家界土家风情寨被

骗了。那天，在二楼中药柜台，有个顾客正在买罗布麻籽，
卖药的说这东西对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那顾客说12元
一克太贵，鼓动我和他一起买，好还价。他抓了一大袋，我
说只要一点点，买个百来元试试。那顾客又说罗布麻籽要
打碎才能吃，便要卖药的打碎，随后给我倒了一点，一秤，
竟有200多克，要我付1200多元。我要退货，卖药的瞪眼
说，已经磨成粉了，不能退。 我只得付了1200元。回来
后，经我们当地中药铺认证，才知罗布麻叶才是中药，罗
布麻籽并不是，我买的罗布麻籽，最多价值20元。回想起
来，那个买药的“顾客”实际上是托。

·长沙：燕山街烧烤店油烟噪声扰民
1300743xxxx： 我们是长沙市燕山街东口居民。

燕山街11栋西头一楼的3家岳阳烧烤店夜市， 桌椅多年
占人行道摆放， 3台烧烤炉的排风扇， 长年直接对空排
放油烟， 行酒令的喧哗天天扰到半夜。 10年来周围民
居晚上开窗就会油烟进屋， 一年四季不能开窗生活， 喧
哗声吵得大家半夜惊醒.居民不堪其扰， 多次投诉均无
结果。

专栏编辑 田燕

【呼吁与建议】

编辑同志：
日前笔者在银行办事时，正

好碰见在偿还过期信用卡透支利
息的彭女士， 因一笔31元的消费
忘记归还而透支逾期230天，加上
办卡年费等一次性需要存入327
元。而这张1年前办的信用卡却因
一次消费和逾期归还， 不仅带来
了她的个人信用不良， 而且还要
承担因失信造成的严重后果。

笔者通过当地多家银行了
解到，像彭女士这样的客户大有
人在，很多人在一家银行开有多
个账户，或在多家银行开有一个
或多个账户，造成扣收小额账户
管理费、卡年费、挂失工本费、办
卡工本费等各类费用的事件时
有发生。去银行走走，像这种盲

目开户、盲目办卡、账户遗忘等
等隐形金融浪费行为无处不在！
这样的隐形金融浪费不只是造
成客户本人财产的损失，更是造
成了银行金融资源的无端占用
和计算机超负荷运行的恶性循
环，还将带来国家金融统计数据
的严重失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
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客户因临时结
算需要开立临时账户，忘记及时注
销；二是别有用心的人为免费套取
国家信用有意识地到多家
银行办理信用卡，循环套现
互补；三是各家银行因业务
竞争而有意识地引导客户
过多开立银行账户等。

为减少这种现象，笔

者建议，首先应制止金融业无序
竞争，制止同一客户在一家银行
多个网点因完成任务而多头开
户；其次，客户要学会经常清理自
己的银行账户，及时注销多开、少
用、不用的银行账户，避免经济损
失和因失信带来的恶果；此外，要
切实整合金融资源提升科技含
量，实现一卡一账户覆盖存取转
账消费代理等多项功能，减少一
人多户多卡的隐形金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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