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利：管管农村宴请浪费
1376074xxxx： 我是慈利县的一个农

民， 希望政府可以管管农村摆酒宴请太滥
的现象。目前在我们农村，除了嫁娶、丧葬
摆酒，小孩除了周岁外，甚至3、6、9、12岁，
家长都要摆酒宴请， 更不用说大人的一些
整寿了。人们每年花在送人情上的钱，都是
一笔很大的开支。再不刹刹此风，我们每年
送人情就送穷了。

●安仁：自来水公司“开闸费”收得合
理吗

1507355xxxx：我是安仁县居民，所住
房屋属商品房，有物业公司，平时是先预交

几百元水费。因是预交，所以会特别留意物业门口贴出
的欠水费单，因从未见过自己名字，也就没去交费。11月
19日下午，我家突然停水，一到自来水公司才知欠费3月
有余，得先交100元罚款（就是常说的“开闸费”），再把欠
费缴清才能开水。可这100元发票开的却是“补交水费”。
我在物价局相关网站也并未见过这项收费标准。虽然不
想交也得交，不然没水用。希望物价部门管管安仁自来
水公司的收费情况。

●怀化：在水一方小区业主侵占公共绿地
1350745xxxx：怀化市沿河路在水一方小区内，一

套别墅私自加层，并将小区内的一个游泳池填平，在屋
后毁坏公共绿地，砍掉绿化树木加配房屋。在小区范围
内加层、 加配房屋势必会影响小区内的整体规划、环
境，况且游泳池、绿化带是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场
地， 怎么能够私自毁坏呢？ 请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查
处，还小区内业主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长沙：国安有线电视服务太差
1887474xxxx：我是长沙市万科金域华府小区的住

户。11月8日我到国安井湾子营业厅办理有线电视开通
业务，营业员说，现在只有高清机顶盒，560元一年。我要
求安装普通机顶盒，营业员说只有翻新机，两年600元。
我只好选择了翻新机， 然后被告知1至2天内上门安装。
但我一直等到11月12日也没人来安装。我又打了客服电
话，11月13日安装人员才上门安装。 现在机顶盒是装好
了，但电视一点也不清晰，有双重影子。打国安电话反映
了情况，还不知何时有回复。 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邵阳市资江南路步行街

是一条集文化、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文明路，每天从早晨到
晚上都有人在这里散步、休
闲、 锻炼和进行文化娱乐活
动， 特别是早晚人比较多。最
近，笔者与家人在这里散步时
发现，有一批爱好骑单车的年
轻人也进入了步行街，他们大
多骑行速度很快，虽比不上飞
驰的汽车，却也能让你惊诧于
风驰电掣，经常有人被惊吓。

根据道路安全常识，行人与
车辆是不能走在一起，那样车有

速度，行人很不安全。所以道路
才划分为车行道、人行道，车行
道又分为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
道。步行街，顾名思义，自然只能
步行不能车行的街道，除了行人
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是不允
许进入的，否则对步行者构成安
全威胁。步行街既然是市民茶余
饭后散步、休闲、锻炼的地方，路
上的行人肯定比较多， 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也许
这群年轻人在密集
的行人中赛车感觉
很爽很刺激，可以炫
耀自己的车技，但对

路上行人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笔者作为中年人，身手反应尚敏
捷，都被惊吓过好几次，事后还
心有余悸，更不用说反应迟钝的
老人了。

笔者强烈呼吁有关部门
管一管，禁止一切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驶入步行街，干扰市民
休闲健身活动，威胁行人行走
安全。 邵阳 刘运喜

编辑同志：
今年2月， 国务院下发全

国医改指导性文件，明确新一
轮医改的重头戏在于“药改”，
巩固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即
是对基本药物目录制定、生产
供应、采购配送、价格管理等
多个环节实施有效管理，以保
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医药费
用负担。

最近， 笔者在社会调查中
走访了宁乡市楚沩社区卫生服
务站、凤形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据调查， 基本药物制度尚未完
全落户。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介绍， 目前只做了基本
药物制度的培训， 但具体实施
还在准备阶段， 店里没有基本
药物。 笔者所做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 百姓病后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买药的仅占8.4%，到
药店、医院买药仍是首选。

作为县三级防护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村卫生室、乡
镇卫生院）中与底层群众联系
最紧密的一环，村卫生室常见
病、多发病用药紧张的问题日
益凸显。玉潭镇塘湾村的吴大
爷说，一些常用的感冒药买不
到，基本不上那儿买药。感康、

黑加白、风油精、妇炎洁等常
用药不在基本药物目录中，导
致村民不能就近便宜就医。此
外，村卫生室设施差，部分岗
位甚至出现“空岗”现象，底层
实施政策缺少人员支持也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宁乡县卫生局负责人表
示，将修订《2013年宁乡县基
本药物增补目录》， 将现有目
录中没有但群众常用、急需的
药物尽快纳入进来。县财政也
划拨了专用资金，预计在三年
内改善村卫生室的医疗环境。

黄秋鸣

家里添了三胞胎本是一件喜事。可
是，泸溪县兴隆场中心完小的陈青伟老
师面对躺在州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保温
箱里的三个女儿却是忧心忡忡。

陈青伟是泸溪县洗溪镇峒头寨
村人，到泸溪县兴隆场中心完小任教
还只有两年。10月26日， 是陈青伟最
高兴也是最感纠结的时候， 他喜得
“三胞胎”。可是，三个女儿的体重分
别只有1.5公斤、0.95公斤、1.4公斤。
医生告知，孩子体重太轻，必须马上
送进保温箱40至60天， 否则不能存
活。 平均每天需要医药费8000多元，
最少要准备40万元。

尽管陈青伟一家毫不犹豫地将孩
子送进了保温箱，可是现实却摆在眼前：
全家人一个月的收入也抵不上孩子一
天的医药费。亲戚们都是农民，也没有多

少余钱剩米。 陈青伟不知所措， 可是想
想三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 他只好厚
着脸皮东家借，西家讨，才凑得了4万多
元。可是这点钱对于这笔医药费来说，只
是杯水车薪。陈青伟一家陷入了绝境。

陈青伟的困境在泸溪县传开后，
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好心人的同情和
捐助。近日，泸溪县慈善总会现场监
督，团县委和《泸溪生活网》主办的
“孩子， 我们回家———救助泸溪兴隆
场三胞胎姐妹”现场募捐活动在该白
沙镇举行。1000多名热心的市民纷纷
慷慨解囊，为正在自治州医院亟待救
助的早产三胞胎姐妹伸出援助之手。
市民少的捐助1毛钱，多的捐助500多
元，现场捐款达12363.3元。陈青伟在
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同时，也希望得到
社会更多的帮助。 向民贵 刘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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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新风】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临武县下岗职工罗荣平多年前
通过合法手段购买的一宗土地，最近
竟然被该县国土部门在他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 非法过户到他人名下。他
多方投诉，至今维权无果。

购地近十年难以开发利用
接到罗荣平的投诉后， 近日，记

者来到临武县采访。 罗荣平告诉记
者，2003年4月， 临武县公开挂牌出
让东塔新区金融广场综合用地，并注
明该地可用于住宅商业。已经下岗的
罗荣平为了以后的生计，用自己的下
岗费用和积蓄， 并联合几个亲戚，购
买了其中一块大约11.15亩的土地，
并支付了223万元购地款。 当初土地
转让协议上白纸黑字承诺：出让方提
供的建设用地不存在土地权属、土地
补偿纠纷，但是罗开工用地时，却遭
到当地失地农民的阻工，理由是县政
府与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未达成协
议。眼看着花几百万购买的土地不能
正常开发利用，罗心急如焚，多次上
访县政府，但一直无结果。

购置的土地竟被偷偷
过户到他人名下

记者来到了罗荣平所购的土地
旁。这块地正处在临武大道边，离县
委、 县政府办公大楼不过500米。经
过近十年的发展，昔日的偏僻之所已
成了今日临武新城繁华的黄金码头。
记者看到， 该地已被用土墙围起，墙
上写满了“九通锦绣亁城 ”字样，墙
内可看到挖土机正在施工，旁边还建
起了售楼部。

罗荣平说， 当初这里的地价每亩
只有20万元， 现在已翻了十倍。2008

年11月， 规划部门已给包括他的土地
在内的这一大块地拟建的住宅小区做
好了详细规划，用地面积达9140平方
米。 可是， 急于建房的他多年来日日
盼，月月望，就是无人能处理农民阻工
问题，且国土证也一直办不下来。

2011年8月， 有人给罗荣平介绍
了湖南九通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通公司）， 说该公司能摆平所有麻
纱。无奈中，罗荣平与九通公司签订了
一份合作开发协议， 合同约定应在协
议生效一个月内开工。事后，对方迟迟
未开工， 罗荣平认为对方根本没有按
约履行合同， 于是于2012年3月起诉
到法院，要求依法解除合同。

罗荣平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在他
与九通公司官司没有结论的情况下，临

武县国土局竟然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 于今年1月份将他名下的土地非法
过户到九通公司名下。 直到有一天，罗
荣平发现有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工放
线， 到县国土部门询问才得知原委。从
此以后，罗荣平几乎每天都到国土局讨
要说法。 该局相关负责人不甚其烦，竟
然说：错了就错了，自己去告状吧。

县国土局： 即使错了，
也要走法律程序解决

11月6日， 九通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1年8月12日， 罗荣平与另
外三个购地者和该公司签订了《合作
开发协议书》， 并且明确约定了土地
过户到该公司，以方便办理各项审批
手续。但该宗土地当时拍卖时未经省

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拍卖批文不全，
造成罗荣平等4人所购的土地一直未
办理好《国有土地使用证》，直到2012
年12月省政府才正式批准了该宗土
地为城镇商住用地，才具备了挂牌出
让的根本条件。现在，县国土局已将
土地办到了他们公司的名下，如果法
院支持了罗荣平的诉求，他们将积极
配合执行法院裁决。

按照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的规
定， 土地权属的变更最起码要当事人
双方到场或者是有生效的法律文书才
能办理。 临武县国土局凭什么将罗荣
平的私有土地偷偷变更呢？ 记者采访
了当时负责办证的临武县国土资源局
地籍地产股股长李泽。

李泽介绍，罗荣平与九通公司签
了合作开发协议后，又反悔要解除合
同，后来九通公司拿来了一份法院的
裁定书，他便据此将罗名下的土地过
户到九通公司名下。 可是记者看到，
这只是法院准许罗荣平撤诉的裁定
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既未对
罗与九通公司的合同纠纷作出谁对
谁错的判决，更没有将土地判给九通
公司。面对记者的质疑，李泽声称:他
这是一种职务行为， 即使搞错了，也
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将它改过来。他向
局领导汇报了此事， 得到的答复是，
要罗荣平自己去打官司，通过法律程
序解决此事。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要
面对罗荣平的纠缠，也很苦恼。

罗荣平对此哭笑不得：国土部门
当初卖地时就不按法律程序办事，如
今又将自己的土地偷转给他人，视法
律法规如同儿戏，却口口声声要老百
姓去走法律程序，道理何在？

这显然不是一个“错”字能解释
清楚。其间到底有何猫腻？希望有关
部门好好查一查。

投诉人：一司机
我家的货车因超载，9月24日被

长沙县暮云交警大队扣车并开罚单。
因为处理扣车罚款缴费要到长沙县
交警大队办理 ，距离较远 ，交警就叫
人带我们开车去了长沙县邦田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的停车场，先停了车再
去交罚款，然后凭县交警队开的放车
单再到停车场拿车。停车场离事发点
只有几公里距离，等我们交完罚款来
领车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车子在停
车场大概停了5个多小时。

但停车场结算室的工作人员让我
们缴费150元， 其中50元的停车费，
100元的汽车施救费。 停车费无可厚
非， 但是对这个100元的汽车施救费
我们就有看法了： 长沙县邦田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对我们的车子进行了何种
施救？ 我们完全是自己开车进的停车
场。沟通无果，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交

了150元后离开。 我希望长沙县邦田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给予解释， 施救费
收费的凭据是什么？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省价格
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举报中心， 该中
心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 该中心回
复说，经查实，长沙县邦田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并未施救，违规收取了车主100
元施救费，另外《长沙市物价局关于加
强和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
通知》中对于交通事故、故障和违法车
辆指定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中有
专项说明： 执法部门在执行公务中暂
扣违法车辆， 在暂扣期间不得向机动
车车主收取或变相收取保管费用。投
诉人反映的情况正是交警暂扣违法车
辆，不得收取停车费，该公司违规收取
车主50元停车费。 物价部门责令该公
司退还收取的所有费用。

投诉人：一家长
华容县东山镇邓家桥小学操场，今

年初以来一直包给外地老板作水泥砂
浆搅拌场，整天机器轰鸣，灰尘滚滚。拉
泥沙的翻斗车来往穿梭、喇叭鸣响不停，
学生的课间操都因无场地取消。 邓家桥
小学是一所老小学，邓家桥、烟灯村等6
个村的小孩都在这里就读， 基本上是一
些留守家庭的孩子。 我们这些身在他乡
打工的家长， 看到自己孩子在这种恶劣
的环境下读书，都很担心啊！
受理记者：欧金玉

日前，记者来到了邓家桥小学，只
见学校的操场上堆满了刚做好的城市

修马路用的地砖。 操场上的两张乒乓
球桌已布满尘土， 操场一角的一根电
线杆上写着“有电危险，请勿靠近”，但
操场并未全封闭，人们可以随意进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 几步之隔就是该校
学前班等低年级的学生教室。

操场为何成了工场？邓家桥小学
负责人兰校长介绍，学校并未将操场
承包出去， 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是
学校所在的村委会出面要借用操场，
学校考虑到与当地的关系， 只好同
意。但家长认为，无论是谁，都没有权
利占用学校的用地， 危及学生安全，
呼吁有关部门查处。

投诉人:小刘
沅江有几个重要路口红绿灯设置

混乱。如沅江市洞庭宾馆与巴山路的两
处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行人过马路的时
候，拐弯的车辆那么多，行人过马路非
常不安全； 巴山路行人红绿灯全都坏
了，交警队就在附近也不管，大型车横
冲直撞，飙摩托车的也很多，马路又宽，
交通事故隐患很大。另外，沅江大道梅
园小区有个十字路口，前些日子才出了
事故，弄了个临时红绿灯放那里，现在
干脆没了。希望交通管理部门重视。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沅江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该大队回复
说，沅江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市政府
的部署，已经完成了新沅路交沅江大
道路口等5个路口信号灯建设的规划
设计，已报城建部门审批。新沅路交
巴山路信号灯原设置是直行与左转
同时，已不符合交通发展现状，已纳
入了升级改造规划，将改成直行与左
转分离。城区部分灯控路口的人行横
道已经损坏，目前正在维修。针对一
些车辆闯红灯、超速行驶和行人不按
横道灯指示行走等交通违法行为比
较严重的实际情况，大队加大了交通
安全宣传和整治力度。

被罚车辆遭遇乱收施救费和停车费
物价部门责令长沙县有关单位退还

邓家桥小学操场竟成了工场

沅江红绿灯设置有点乱

购置多年的土地竟成他人财产
临武读者罗荣平向县国土局讨说法

步行街不能任自行车驰骋
救助泸溪三胞胎

基本药物制度应落实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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