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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7月底， 接连发生的湖北荆州商场电
梯“吃”人事故和杭州小区电梯夹死少女
事件，把人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到电梯安
全上。 不少人在乘坐电梯时开始有些紧
张。居住在湘潭县滨江国际新城的住户就
更加担心了：他们小区的电梯自安装后就
从没进行过检修，故障频发。尽管湘潭县
质量技术监督局年初就下达了停用的通
知，但开发商不理不睬，还在继续使用。

电梯未检修 居民忧心忡忡
日前，湘潭县滨江国际新城的居民向

本报投诉，反映该小区电梯存在的严重安
全问题。该小区有两栋居民楼，每栋17层，
共有10台电梯。 电梯是2013年4月份安装
的。入住的居民不久就发现，从来没看到
有人对电梯进行检修。 电梯使用没多久，
故障开始频发，小区内有好几位居民都有
被卡在电梯里的经历。为此，居民们只得
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消防人员来救助。

两年多来，居民上下电梯都是心惊胆
战。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找开发商，

要求对居民的安全负责。但开发商牛
气得很， 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电话号
码， 要他们在电梯出现故障后拨打，
而对电梯的保养、维护及年检等依然
一直不进行。他们曾多次找湘潭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等政府部门，但也没有
什么效果。对此，居民们是既无奈又
气愤：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为何任
由开发商置百姓安危于不顾？难道要
让电梯“吃人”事件再在这里上演吗？

责任人拒不履行职责
职能部门表示无奈
8月10日，记者就此来到了对电

梯负有安全监督责任的湘潭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该局一位姓陈的副局长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告诉记者，居
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按照规定，电梯
应当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
滑、 调整和检查； 一年检验一次。可
是， 滨江国际新城的电梯自使用以
来，一直未进行年度检验，更谈不上
日常维护和保养。居民们意见很大。

今年1月， 该局在对该小区进行

日常安全检查时发现， 小区电梯超出年度
检验期限。因小区还没有物业公司，该局就
电梯问题多次找小区开发商湘潭县第九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老板彭某， 可他却对此
不理睬。 该局又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
令， 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带病电梯并进行整
改，并在小区电梯旁张贴电梯停用公告。

经复查， 该开发商拒绝履行安全监察
指令。该局只得向县安委会申请挂牌督办，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
十七条和县安委会的意见， 向国网湘潭县
供电公司去函， 请求停止向该小区带病电
梯供电，但供电部门没有配合。7月30日，该
局再次向县安委会专题汇报滨江国际小区
隐患， 请求县安委会督促国网湘潭县供电
公司对带病运行的电梯停止供电， 强制停
用。目前，县安委会正在处理中。

对开发商的行为， 陈局长表示他们也
很无奈：该局的执行力不够，只能依靠其它
部门一道处理。

让电梯真正成为
安全舒适的交通工具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电梯目前已是人们

出入家门、工作购物最常用的交通工
具， 电梯的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安
危。据了解，电梯出现故障危及用户
人身安全，原因有多种，除电梯本身
的质量问题，安装缺陷外，日常的维
护和检修不当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因此，国家对电梯的使用就有了强制
的检验要求。

但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不少地
方， 特别是居住小区的电梯都是在
“不坏不管， 坏了就修” 的状况中运
行，对电梯不重视日常维保和安全检
验，逃检、漏检和滞后年检现象也十
分严重。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建立起电
梯的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的“一条
龙”监管体系。对于屡出问题的生产
企业和使用单位，要制定行之有效的
处罚措施。

湘潭县出现这种职能部门要求
停用问题电梯而无法执行的情况，不
只是职能部门的尴尬，而是我们安全
体系的悲哀。它伤害的是群众对政府
部门的信任，危及的是群众的生命安
全。

编辑同志：
前几年， 宁远县太平镇政

府花费了100多万元，搞了几个
月， 修建起了镇里的自来水工
程。可到现在，这个自来水工程
还没见出过一滴水。 几年过去
了，耗资100多万元的工程就这
么成了摆设，日渐荒废，老百姓
看着就心疼。 盼望有人来管管
此事。

一村民
记者调查：

8月12日，记者采访了宁远
县水利局和太平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他们介绍说，太平镇集镇
供水工程是我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2010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项目。 由永州市发改
委、 市水利局联合下达投资计
划， 计划解决太平集镇居民及
太平小学共3135人的农村饮水
不安全问题。 该工程于2010年
10月18日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发布招标公告， 中标单位

11月12日签订施工合同并进场
开工。

该工程设计总投资178.8
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115.11万
元，欠缺资金63.69万元，欠缺
的资金主要是群众自筹部分。
由于建设资金不足， 只能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任务， 已建包括
水源工程（大口井）、泵房及机
电设备、输电线路、输水管道、
清水池、配水干支管等，其中主
管道已铺设至镇政府、 隔洞铺
村及太平小学， 并能实现正常
通水， 但未安装入户管网及水
表水龙头。

由于资金不到位， 该供水
工程许多配套设施未建， 无法
形成完整的供水系统， 加上水
资源缺乏， 所以目前都未实现
正常通水。 太平镇党委政府表
示将积极向县直有关部门争取
资金，争取早日实现正常通水。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汝城县文明乡秀水村

的村民。 我家去年拆旧房建新
房 ， 当地政府要求交1万元押
金，说房子搞好外装修就会退。
日前，我家所有装修都搞好了，
当地政府却以各种借口推脱不
想退押金。请问，村民建房要交
押金符合规定吗？ 我看到别的
一些地方都是村民建房政府给
补贴，为何我们乡不给补贴，反
倒要交钱呢？ 一村民
记者调查：

8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
汝城县文明乡分管建房的武装
部部长何晨杰。他告诉记者，为
把汝城创建成国家级园林、卫
生、文明城市，汝城县政府2013
年出台了规范农村村民建房管
理实施办法，提出了“有规划覆
盖、有审批程序、有标准图集、
有绿化美化、有检查验收、有奖
惩措施”的“六有”基本要求。各
村组成了村民建房理事会，规
划村民建房， 村理事会按每平

方米100元收取押金，所收款项
直接打到镇里一个专门账户，
乡里并不接触这笔钱。 村民房
屋建好后，提出申请，规划办验
收，镇里签字后，这笔钱就直接
退给村民， 并不存在克扣村民
押金的情况。 现在镇里建房所
有符合要求的建房押金都已退
款。从2014年起，如果村民严格
按规定的图纸建房， 县里还会
进行奖励。

记者联系了投诉人， 她告
诉记者， 这笔押金她最近的确
拿到了，但是费尽了周折，不但
托亲友去向村理事会说情，还
买了礼品送给村理事会的人，
最后才拿到这笔钱。 她不反对
农村的规划建房， 但村理事会
如此为难村民，太让人生气了。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何部长，
他表示， 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加
大对村理事会的巡查工作，要
求村理事会为村民做好服务工
作。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湘潭县青山桥镇一名

普通的公民， 现投诉青山桥镇
政府在青山中学后山焚烧各种
生活垃圾 ，工业垃圾 。以前 ，这
些垃圾都是拖往县城的垃圾场
进行处理。 但自从2014年年初
以来， 镇政府为了节约运输和
人工成本， 不顾本镇人民的利
益， 每日将大量垃圾拖至此处
进行露天焚烧， 对大气造成了
污染。后山树木众多，如处置不
当或遇到大风干燥天气还有可
能引起火灾。 希望青山桥政府
将垃圾拖至专业的垃圾处理场
所处理，还大家一片蓝天。

一村民

记者调查：
8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

湘潭县青山桥镇一位姓谭的负
责人， 他说镇上的确有这样一
个垃圾填埋场， 到现在为止已
运行了一年多了， 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对垃圾进行处理， 镇里
并不让他们露天焚烧垃圾，出
现垃圾燃烧可能是有些煤灰自
燃。

对此说法，村民并不认可，
垃圾场几乎每天都如此， 自燃
说不能让人信服。 记者希望镇
政府认真调查并回应群众关
切， 真正解决好垃圾的污染问
题。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镇自来水工程成摆设

建房收押金 退款遇刁难

青山桥镇垃圾场
露天焚烧垃圾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

ｗｗｗ.ts.voc.com.cn

编辑同志：
近年来，随着国家农机补贴的优惠

政策出台， 农民购买农机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涨， 不少农民家里购买了耕种
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多种农机具，为减
少农民劳动强度， 增加农民收入起到
了有力的保障。

但农民在购买农机的同时，也顾虑

重重， 因为农村很少有农机修理店，农
机坏了，要送到集市去修理，有的边远
山村农民，距离集市几十公里，往返车
费要几十元，而且维修价格高，经济上划
不来。 况且一些大型农机送到集市去修
理很不方便，同时修理也很不及时，影响
耽误生产。今年收割早稻时，双峰县杏子
铺镇西塘村农民段清凉帮助别人收割，

突然收割机坏了， 耽误了几天的收割时
间，到双峰县城请来师傅才修好。

为了使农村普遍使用机械耕种，解
决农民修理农机的困难，笔者建议农机
部门以乡镇为单位，组织举办农机培训
班，使农民学会修理农机技术，农机坏
了，自己能及时修理好，省钱又方便。

双峰县杏子铺镇 肖展发

编辑同志：
慈利县零阳镇七枞村第19、20组的

80多名村民居住在五雷山景区下面，位
置偏远，年年受山洪的影响，一条唯一
通往外界的约3.5公里的老旧村道前不
久又被山洪冲得千疮百孔，村民只得再
次回到肩挑背负的时代。

村民们告诉笔者， 每逢雨水季节，
山洪就会顺着山谷倾泻而下。往年等山
洪暴发过后，村委会以及该组的村民都

会及时对受损的路基进行整修。 然而，
由于这里山洪暴发频繁，刚整修完毕的
路基又被冲毁，形成了年年整修年年毁
的局面，村里和这里的村民已承担不起
整修的费用了。

据村民反映，当初村里对全村公路
进行水泥硬化时，他们就希望把这段路
也纳入硬化， 但村委会以资金短缺为
由， 让这段路成为断头路。6年多来，两
个组的群众一直向镇政府等有关部门

反映，希望加固并硬化这段村道，得到
的答复是通组公路国家没有支持资金，
需要村组自己解决。

而据测算， 要完全整修好这段路，
需要近20万元的资金，这对于这里的村
民来说，无疑是笔天文数字。村民们迫
切希望上级部门能帮帮他们，也呼吁有
关部门针对农村道路毁损维修资金出
台可行方案。

慈利县 黄岳云

·新化：续丰村村民用水难
1776706xxxx： 我是新化县续丰

村村民，许多年前因政府扶贫补助，每
家每户都安装了自来水水龙头， 但很
少看到有过自来水， 偶尔下雨才可能
有点水流入家里的水缸里。 现在家里
的留守老人都是凌晨4点起来就去井
里挑水， 如果早上6点起床就没有水
了。逢年过节家人都回来了，得凌晨起
来打电筒去挑水。 希望政府关注我们
的用水问题。

·长沙：火车南站服务太差劲
1808540xxxx：我购买了8月10日

G1685次从长沙南站出发的车票，进站
一路检查票证， 没人告诉我这趟车停
开， 也没有任何提示信息告诉我这趟
车停开。 等我在候车室等到该趟车快
开的时间，发现仍没有这趟车的信息，
就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才说已经停
开了， 但说我的票可改签可退。 没办
法，我只好立即赶往售票大厅改签。好
不容易排队到我了，工作人员告知，改
签只能改同样的站， 而我的目的地两
趟车都过时间了。我只好要求退票，但
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只能改签，退票
还要另排一次队。反复排队，我才退了
款，长沙火车南站的服务太差劲了。

·攸县：大巴载着乘客满城拉客
1587312xxxx：8月11日， 由攸县

发往株洲市的长途汽车湘B7B037大
巴车，出站后不顾车上乘客的反对，强
行载着十几位乘客满县城拉客， 从出
站时间12∶02，到离开县城13∶10，足
足拉客一个多小时， 并与对此不满的
乘客发生激烈的争执。 这种恶劣的行
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 希望该类
现象能得以遏止。

·湘潭：两公交车斗狠别车吓坏乘客
1330732xxxx：8月12日下午3点

45分， 湘潭市公交公司23路车（湘
C10800)和3路车（湘C11802)在湘潭市
芙蓉路东方红广场附近， 不知什么原
因斗狠，相互不让，车子猛刹猛冲，吓
得两车乘客惊叫不止。

本专栏编辑 田燕

故障频发，住户忧心，质监部门早已下达停用整改通知，但湘潭县滨江
国际新城电梯仍在继续使用

问题电梯为何无法停用
记者调查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13973128110

呼吁与建议 村民盼望农机修理培训

山洪毁村道 何日能重修

小孩安危
家长有责

8月9日，长沙
市芙蓉中路，一名
小孩时不时将头
伸出车窗外吹泡
泡， 甚是危险。暑
假期间，家长带着
小孩外出需提高
防范意识，确保孩
子人身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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