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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日前，慈利县溪口镇和爱、立功、
渡坦坪等村多位村民向记者反映，他
们境内的澧水河道被非法开采河砂者
挖得千疮百孔。2012年，县委、县政府
对非法开采行为进行了整治， 并争取
国家资金开始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的惠
民举措。然而，在治理的同时，非法采
砂活动又在疯狂进行， 给沿线河堤安
全带来严重隐患。

千疮百孔的澧水河道
村民们反映， 慈利县澧水河溪口镇

河段全长53公里，前些年，由于缺乏对澧
水河砂石采挖的统一监管， 导致澧水河
道被采挖得千疮百孔， 严重危及沿岸群
众的生产和生命安全。2012年，该县为了
整治河砂无序开采、盗采乱象，专门召开
了相关会议， 对全县的河砂开采资源进
行了整合，并争取到了国家2000多万元
的中小河流治理的项目， 投入到该镇澧
水九渡溪河段的整修、加固堤防，目的是
让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同
时还启动了九渡溪仙楼的旅游开发项
目， 以此来打造一个全新的集旅游、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美好观光新景点。

然而，就在这些利民的项目建设正
在进行时，由于受利益驱使，该镇和爱、

立功、渡坦坪、新街、坪坦及金岩土家族
乡郑坪6个村境内非法盗采河道砂石现
象几乎又到了疯狂状态。在县政府明令
禁止的开采范围的河床上，裸露的鹅卵
石到处堆放， 严重阻碍了河道行洪畅
通，给两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严
重隐患。此外，这些盗采河砂的船只私
搭乱接电线，在没有任何安全防范的措
施下冒险蛮干，给该县安全生产增添了
一枚定时炸弹。

面对河道砂石开采存在的乱象，不
少群众也曾多次向县水务局以及其他
有关部门反映投诉，但收效甚微。本来，
县里的河流治理项目让广大村民看到
了希望，但如此反弹的盗采河砂行为让
他们怀疑：母亲河何时才会重现昔日宁
静和清澈呢？

治理工作与非法采砂同
时在进行

9月11日，记者来到慈利县溪口镇，
沿澧水河而上数十公里，河两岸风光秀
美。可是，河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到处
是瘫垮的河床， 像小山一样的砂堆，用
村民们的话说，整个澧水河都走了样。

在和爱村、立功村的河床，记者发
现确实有不少挖砂的设备停放在河道
中，但不见有人作业。村民们告诉记者，

因他们不断投诉，最近，县里展开了大
规模的行动，现在，除了有两家还在不
时偷偷挖砂外， 其他的都处于观望状
态。

在记者采访中，几名暂停工作的非
法挖砂者也表示不满：与他们相邻的金
岩土家族乡郑坪村， 有一个姓朱的村
民，长期在澧水河中非法挖砂，且规模
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要大， 直到今
日，仍在明目张胆地挖，为何职能部门
对他却开“绿灯”？记者到郑坪村看到，
他们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 虽正值中
午，现场有好几个人还在作业，两台挖
机正在不停地将河砂倒进货车， 分砂、
洗砂在河道中一气呵成。

然而， 就在该乡南坪村的河道中，
县里的河流治理项目也正在紧张施工：
塌垮的河堤正在加固，一台挖机正在将
河中挖砂后的深坑填平……一边花巨
资治理河道， 一边又放任私采滥挖行
为，村民们对此哭笑不得。

�相关部门表示将严惩非
法采砂者

慈利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县河道采砂整治工作于2012年全
面启动， 两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村
民投诉的溪口镇等地的非法采砂作业

大肆反弹的现象确实存在。主要原因有
三个：一是今年初因澧水半岛项目的开
发，取消了溪口标段河道采砂权，导致
溪口镇附近几个乡镇砂石资源供不应
求，砂石市场利益空间扩大，以致非法
采砂现象不断滋生； 二是中小河流治
理、财政农开项目、通村通组道路等项
目建设的需要，砂石资源紧缺，相关项
目建设业主及村组就地取材自采自用，
但由于受利益驱使，导致其自采自用的
过程中非法采砂营利的现象也一并出
现，郑坪村的朱姓村民目前仍在采砂的
原因就是属于这一种；三是相关村组非
法买卖砂洲营利现象更加助长了非法
采砂现象恶性反弹。

自7月份该局接到相关举报后，水
务、国土部门多次会同溪口镇政府到现
场进行监督执法，批评教育非法采砂当
事人，制止其非法采砂作业行为，并按
照执法程序下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其中
有的案件已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过程
中。有的小规模开采已基本停止，处于
观望状态。近期，该县河道采砂整治领
导小组将再次组织人员对溪口镇九渡
溪、澧水干流渡坦坪段河道内从事非法
采砂作业的8位业主的砂场取缔关停，
并由有关执法部门在调查认定有关违
法事实的基础上，追索其经济责任和法
律责任。

投诉人：居民
我们住在澧县黄泥社区附近， 这里目前还没有开通自来

水，居民只能依靠附近一口深15米左右的井来解决生活用水问
题。前几天，有几个销售净水产品的销售人员，帮我们测试了这
口井水的样本，结果触目惊心，很不卫生。

我们担心受骗， 想通过权威部门搞清我们的井水是否安
全。我们来到了澧县疾控中心说明来意，相关专业人员说，帮我
们测试这个水样本需要费用4500元，但他们没有提供相关收费
文件。我们认为：疾控中心应该属于服务性单位，为什么帮居民
测试水质需要收费，并且收费标准这么高。政府部门能否帮我
们免费测试井水样本，让我们喝上放心水？
受理记者：欧金玉

接到居民投诉后，澧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回复称：澧县疾控
中心是政府的公益服务性事业机构，承担全县的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重点做好公共突发事件处理与传染病防控，同时承担卫生检
测（包括生活饮用水、餐饮具消毒、消毒产品、公共场所、职业病防
治工作场所等）和各类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等卫生技术服务。除国
家规定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控措施及指令性计
划免费外，其他卫生检测与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等卫生技术服务均
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湘价费[2009]9号文件规定标准收费。

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检验项目为106
项，收费标准近3万元。目前该中心常规检测项目为34项，收费标准约
4000多元。今年9月4日，中心与县自来水公司联系派人一同到黄泥社
区了解情况，经调查，目前该社区多数居民饮用自备压井水，居民反映
该处地下水水质有锈水和白色沉淀物等感官不干净。这些自用井水是
未经任何方式处理的水源，所以该水源不能直接饮用。城区自来水西
边已供至回水桥，北边已供至环城公路，建议居民与县自来水公司联
系，尽早解决饮用自来水问题。

攸县：小孩上学起太早 家长心痛不放心
1866426xxxx：我家住攸县连塘坳乡新潮村，小孩在

莲塘坳乡中心小学读2年级。才8岁的小孩，每天早上5点
半就要求坐校车去上学，每次走时都迷迷糊糊没睡醒，我
们很不放心。其实，学校也只在离我们不到5公里的柘合
村，为什么要走这么早呢？一个几岁的小孩不睡好觉，严
重影响身体健康。如果是校车不够，建议增加车的数量。

双峰：独居残疾人无处栖身
1388738xxxx： 双峰县井字镇樟叶村有一位独居的

智障残疾人，没有结婚，膝下无儿女。因为房屋年久失修，
在今年6月的一场大雨中， 后山塌方冲垮了他居住的房
子，他向村委会及镇政府求助，可镇干部来现场查看后，
说要他自己想办法重建。 这位老人本就是靠低保救济过
日子，根本无经济来源，谈何重建家园。现在，他寄居在当
地老乡一间空置的养猪房里，日子非常艰苦，恳请有关部
门给予援助。 本专栏编辑 田燕

农村建房
擅自滥占土地令人忧

编辑同志：
现在农村变化很大，农民手中有了余钱，他们首先考

虑到的是修建新房，改善居住环境，这本来是件好事。但
近段时间笔者在武冈市双牌、邓家铺、水浸坪等乡镇，看
到农民建房滥占土地，实在令人担忧。

有些农民建房不是修在旧宅基地上， 而是另选宅基
异地重建，这些人一来舍不得拆除祖辈遗留下来的遗产；
二来认为旧房拆除麻烦，还要费工时，不如不拆；三是觉
得不拆旧房修建新房，多占一块宅基地，只赢不亏。对此，
土地管理部门熟视无睹。再者，有些人将承包后的土地看
成私人财产，认为将新房建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哪怕损
失面积再多，也无人能管，这样土地浪费更严重，导致修
建新房一幢，报废土地一片，让人感到痛心疾首。

还有，农村建房离不开公路，大的院宅几百户人家、
中等的几十户、 小的几户、 甚至一个单门独户也要修公
路，农户之间也离不开路。有的几个院子本来一条线可以
贯通，由于思想不一致，意见难统一，结果东一条道，西一
条路，重复修路，占地不少，土地浪费相当严重。

笔者目睹农村变化日新月异，心情激动甚感高兴。但
看到村庄范围不断扩大，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很是忧虑。
农村建房浪费土地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有关部门要切
实管一管。 杜学智

“搭帮肖赐文做好事， 从今
年10月起，我就可以享受五保待
遇，可以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金了。”最近，双峰县杏子铺
镇石笏村成家组五保老人曹建
求逢人便说。

曹建求今年62岁了，因户口
登记出错，户口簿上的年龄比实
际年龄少了10岁，这使他不能享
受五保待遇，又领不到养老保险
金。他年过花甲，单身一人，体弱
多病，生活无法自给自足。此事

被双峰县人大代表、石笏村党支
部书记肖赐文看在眼里，他主动
带曹建求到杏子派出所、 县、市
公安局，查档案、找资料、调查当
地群众，经过数月走访，为县、市
公安局的年龄更改提供了有效
的证明，顺利地为曹建求改正了
年龄，解决了他的养老问题。

1997年，肖赐文当选为双峰
县杏子铺镇人大代表开始，便主
动为民做好事， 帮人之所需，解
人之所难， 为群众代办建房手

续、 代报医药费、 代买种子、农
药、化肥、代领邮件、包裹等。近
几年来，他还买了摩托车免费接
送病人就医、 送留守儿童上学。
五保老人刘凤生多次生病，肖赐
文送他就诊、接他出院。五保老
人陈连方的房屋2006年被洪水
冲垮，肖赐文把自家有限的房屋
空出一间给陈连芳居住。又到处
筹集资金为陈老新建了一栋漂
亮的新房。

肖展发 王向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

ｗｗｗ.ts.voc.com.cn

投诉人：柳淑鸿
9月15日上午，我到湘潭市岳塘区娥眉路新奥燃气收费部门去交

燃气费，在交费时，女收费员说：“还要另交20元”，我问她为什么要收
这笔钱，她说是“财产保险费”。我见有人交了，也只好交20元。我们每
月家庭使用的燃气费都按时交了，为什么还要交财产保险费？虽然每
户交钱不多，但全市数万户的家庭，集中起来钱就多了。

居民家庭使用燃化气该交“财产保险费”吗？对此我们不理
解，也搞不清，请党报帮助调查，如果该交我们用户不折不扣地
照办，如果不该交，已交的钱，请责成退给用户。
受理记者：欧金玉

9月15日，记者致电新奥燃气投诉热线，一名工作人员答复
说，交20元是一年的财产保险费，但这笔钱不能强迫收取，只能
是用户自愿投保。投诉人认为，搞财产保险本来是一件好事，但
应该让用户知情选择。娥眉路燃气收费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用户
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仍然不做解释强行收取20元钱，此种做法太
不可取，望上级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湘潭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得知用户投诉后回复本报说： 根据
2013年8月1日湘潭市人民政府下发的潭政办【2013】58号文件《湘
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积极推行燃气责任保险的通知》：由湘潭
市人保财险公司全面推行燃气事故责任保险工作，湘潭新奥提供
售气网点办理保险代办业务，由人保财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向
客户宣传解释，客户在交纳燃气费的同时可以交纳燃气保险，如客
户不愿交纳燃气保险，可在《燃气责任保险告知用户表》中签字，售
气网点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后即可在网点进行购气。但在该项工作
的开展过程中，仍有极少部分的网点不按规矩办理，针对这一现
象，燃气公司将严格按照与各网点签订的《服务水平协议》要求进
行管理，对个别燃气代办网点强制用户购买燃气事故责任保险的
违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对屡教不改的网点进行关停整顿。

新奥燃气部分收费网点
强制推销燃气保险

疾控中心能免费帮我们
测试饮用井水吗

投诉人：向民
我是湘乡市一名残疾人。 国家规定的重度残疾人生活补

贴，我市从2012年开始发放，这对于生活贫困的残疾人来说，是
件大好事，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
关爱，我们心存感激。可为什么2012年只发放了半年，2013年发
放也只有半年，今年到现在一分钱都没发放？每个月60元的钱，
地方政府是出不起还是不愿意出呢？求回复。
受理记者：欧金玉

9月15日，记者致电湘乡市残联，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湘
乡市目前有1万多残疾人符合条件，财政压力不小。重度残疾人
生活补贴2012年确实只发放了半年。 如今正在办理2013年上
半年的生活补贴的发放。对此，人们认为，给重度残疾人发放生
活补贴是国家的一项惠民政策，2014年下半年才发放去年上半
年的补贴，到位也太慢了。每月60元钱对残疾人来说无异于雪
中送炭，呼吁有关部门确保这笔钱按时足额发放。

湘乡市残疾人生活补助不到位

一边治理河道 一边滥采河砂

肖代表17年义务为民解愁难

9月16日下午 ，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街，一些市民带着爱犬在散步，有些人甚至将狗绳取下，让狗自
由跑动 。步行街的人流量大 ，狗会让过往市民不安 ，而且狗的随地拉撒会破坏市容环境 。2010年出台的
《长沙市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管理办法》，就禁止遛狗赛狗，但一直未能有效实行。希望市民遵章执行，管
理部门加强管理。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邮箱:4329536@163.com 步行街遛狗，当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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