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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今年上半年，泸溪县执行国家政

策 ， 每村建一个标准化卫生室 。3月
份，县政府 、县卫生局的领导以及镇
卫生院院长专程到了我们兴隆场镇
岩坡村考察。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决定在我村学校附近的一块闲置的
公有土地上 ， 建立一所标准化卫生
室，解决我村因无公共卫生室而造成
村民看病难的问题。

可在国家资金准备拨下时， 村卫
生室建设却无法启动。 原因是规划建
卫生室的那块土地，被村支书非法以2
万元钱， 卖给一村民做住宅用地。目
前，国家专项资金已经下拨，但我村却
没有土地可建卫生室， 而县卫生局11
月份就要对村卫生室进行验收。 村民
担心这个惠民工程流产。

岩坡村的一村民

记者调查：
9月17日， 记者致电兴隆场镇党

委田书记。他说，群众反映此问题后，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案件处
理小组，由镇人大主席，纪委书记、武
装部长负责调查处理。 经调查了解，
明确该村相关责任人确实存在违纪
行为，经镇党委会研究通过，已经给
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对于土地相关事
宜，镇国土部门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核实。镇党委政府也已督促镇国土部
门，限期尽快调查清楚，给老百姓一
个满意的答复，并提供可行的处理意
见与处理办法。

田书记表示，他们将争取在国庆
前后落实村卫生室的建设用地事宜，
绝不影响群众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
进程。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规划的土地被偷卖
村卫生室无处安身

编辑同志:
我是怀化市居民，9月6日本人身

份证丢失。到怀化市公安局补办身份
证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你的存档是
他人照片，无法办理身份证 ，需要去
管辖的城南派出所将错误相片删除，
才能办理身份证。” 我立马打车去了
城南派出所，但工作人员电话咨询后
告诉我：“我们没有权限删除你的错
误图像，你得去河西的市公安局办证
处办理。” 我又打车回到市公安局办
证处。办证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留
下电话电码， 回家等通知。” 事没办
成，一天的打车费用花了近百元。

现在半个月快过去了，我还没有
接到任何让我可以去办理身份证的
电话。存档里的相片有错误 ，又不是
我造成的， 为什么让我跑来跑去，现
在我该怎么办呢？

陈治梅

记者调查：
9月17日， 记者拨打了怀化市公

安局办证大厅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市民身份证丢失，需到户口所
在地派出所补录信息，由派出所上传
信息至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再报
备市公安局就可以了。工作人员要了
投诉者的电话和相关信息，表示会跟
她直接联系， 协助她补办身份证。记
者询问了怀化市的一个派出所，工作
人员却说补录照片根本不需要到派
出所，只要到河西的市公安局的办证
大厅直接办理就可以了。

记者再次联系陈治梅，她告诉记
者，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已经跟她联
系，要她直接到河西的办证大厅办理
身份证。她表示不理解，开始时如果
就这样，她又何必多花冤枉钱多走冤
枉路。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补办身份证被敷衍

编辑同志：
我们是炎陵县青石岗林场职工。

因我县林业职工住房条件较差，许多
职工还居住在工棚内。2010年， 县政
府响应国家改善林场职工住房条件
的号召， 开始修建约400套林业棚户
区改善房 。但我们交款五年有余 ，房
子也已建好两年了 ， 至今仍不见分
房 ， 不知我们要等到何时才能搬进
新居。

一职工
记者调查：

近日，记者拨通了炎陵县青石岗

林场办公室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批改善林场职工的房改房共15
栋，13栋已建好，还有两栋在建中，其
中一栋已封顶，一栋建了3层。之所以
有两栋迟迟未建好，是因为征地拆迁
的原因。因为没有全部建完，所以分
房工作一直没有进行。今年8月初，有
关部门已召集下属各林场（3个国有
林场，4个小林场）分房代表开了第一
次分房会议，接下来马上要把房子分
到各个林场去， 由各林场再分给职
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炎陵林场职工房改房迟迟不到位

编辑同志：
我7月21日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

大道上高速，然后在星沙收费站出高
速。之后又从星沙收费站进高速去机
场， 最后在长沙大道收费站下高速，
每次行驶的距离都不长。我使用的是
高速公路收费ETC业务，后来发现当
天有一次收费高达290元左右。 我电
话咨询0731-96528，高速公路话务员
经调查核实 ，确实为多扣费用 （我进
行了电话录音）， 但退费需经有关部
门领导审批。但现在已经过去50多天
了，多扣的费用仍未退还 。请相关领

导对以上情况审查、落实。
一市民

记者调查：
记者致电高速服务96528， 工作

人员查询后告诉记者，车主当天的确
是被ETC收费了299元， 是因为当天
车主在高速路上违规调头。经过请示
上级领导处理后，决定退回车主多收
费用。但由于车主有违规现象，所以
审批程序比一般的退费程序复杂些。
她将催促银行尽快办理，将多收的费
用退到车主的卡中。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ETC何时退我多收的费用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欧金玉

自从天津港爆炸事件后，人们更
加关心身边的燃气站、加油站等易燃
易爆品储存是否安全。 最近，湘阴县
六塘乡有村民向湖南日报反映，六塘
乡液化气站自2009年建成后， 手续
不全，6年来一直无证经营，村民担心
该站影响周边安全。记者对此进行调
查后感到， 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
取缔问题， 有很多情况值得有关部
门深思。

乡液化气站无证“试”营业6年
9月16日上午， 记者来到湘阴县

六塘乡， 在镇政府附近的S308公路
边上，找到了六塘乡液化气站，但老
板不在。 气站周围近百米并无人家，
在一栋楼房后面的空地上， 立着3个
大的液化气储存罐，每个罐可存气25
吨。 此时，一个村民骑着摩托车驮着
一个液化气罐来充气， 他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他和周围村民一直在这里
充气。

在六塘乡政府，该乡安监站长
和司法所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
们说，六塘乡液化气站于2009年试
营业，到现在还未取得充装许可证
和工商营业执照， 一直无证经营。
群众也曾投诉过，乡政府工作人员
也经常上门督促办证，但经营者朱
建华一直说在办相关手续。 由于是
无证经营，乡政府的态度是坚决取

缔，不允许经营。 但乡政府没有执
法权。

乡政府就此多次向县里汇报，并
多次配合县质监、消防、燃气等有关
部门联合执法，上门贴了禁止充装的
封条。 但贴了封条后，经营者不久又
开始经营。加上六塘乡只有这一个气
站， 全乡的村民都需要到该站购气，
如果彻底封了这个气站，全乡村民将
无气可用。 所以时至今日，该站“试”
营业6年之久，每次执法，最后都是不
了了之。

最近各级加大了对危险化学品
经营的管理和监督，再一次查封了该
气站。 现在相关材料都已转到法院，
准备由法院来强制执行。

经营者诉说办证难
记者联系上了经营者朱建华，他

告诉记者，他并非没有办手续，他可
以把所有手续给记者看。记者再次来
到液化气站。

朱建华拿出一个大箱子和一个
大包，他告诉记者，这里装着他这些
年辛辛苦苦所办的证。他拿出了建站
起向建设局报备的规划定点申请表，
湘阴县规划局核准的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 还有国土部门的勘定界图。
气站由有资质的燃气工程公司设计，
当年取得了安监部门发放的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意见书，县环保局
也审批同意，湘阴县发改局2013年的
批复，显示核准在六塘乡茶木村建设

液化气站项目。
2013年，他向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申请液化
气石油气充装项目。 该科批复同意
申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已于2014
年9月18日同意受理。 目前，因为消
防还有些不达标 ， 他正在整改之
中。 他指着自己已经拆了一半的房
子说，消防部门要求建筑物距离储
罐区要有安全距离，他又拆了自己
一半的房子，并在室外安装了消防
进水口， 又为喷淋系统加了泵，一
系列的整改都已完成，目前正等着
消防验收。

消防验收合格后，他才可以到省
里拿到充装许可证。只要充装许可证
到手，就可以到工商局注册了。而且，
他已经在工商局拿到“湘阴县六塘乡
液化石油气站”的“字号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他还告诉记者，他所有的
从业人员都有省质监局和市质监局
发放的从业资格证，岳阳市技术监督
局也对他们使用的气瓶发放了气瓶
使用证。

朱建华说，他何尝不想把所有手
续办齐，堂堂正正经营。 但整整6年，
他不但投入了大量资金，还一直不停
地奔波在办证的路上，办证单位有什
么要求，他都尽量去办理。

朱建华还告诉记者，湘阴县还有
其他几个乡村气站，都像他一样在无
证经营，他自认为他的气站相比之下
算是最规范的。

应督促和帮助乡村气站
规范经营

负责此案的湘阴县法院执法局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县质监局向
他们申请对六塘乡液化气站强制执行
关闭充装设备， 但由于六塘乡液化气
站还没有取得法人资格， 执行主体不
对，法院现在无法进行强制执行，只能
由质监局申请对非法经营的朱建华个
人进行处罚，还需要重新走程序。

但该工作人员表示了对朱建华的
同情。他认为六塘乡液化气站是当地村
民迫切需要的，当时乡村及其他有关
单位都签字同意建站， 各项证照也在
办理过程中，也取得了部分安全许可。

记者了解到， 随着农村地区用气
量的持续增加， 农村液化气站点分布
明显不足， 目前合法经营的液化气站
网点难以覆盖广大乡村， 农村普遍存
在灌装液化气难的问题。 而一些新建
的气站普遍采取边建边办手续的做
法。

无证经营必须严格整治。但像六
塘乡液化气站这种与群众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具备一定条件，又有合法
经营意愿的项目，相关部门在严格执
行国家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不但要监
督督促经营者办理合法手续，还应该
在办证的程序上和要求上提供更多
的指导帮助， 让他们能合法经营，不
能老陷于取缔难的尴尬。

记者调查

乡液化气站为何“试”营业六年之久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13973128110

编辑同志：
慢跑， 是适合大多数人常年参

与且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 但我感
到在怀化市区户外跑步很不方便。

在马路上跑吧， 那是城市交通
场所， 跑步途中各种危险情况随时
可能出现；去运动场跑吧，除了怀化
学院的运动场偶尔对外开放之外 ，
湖南医药学院、三中、四中、五中、铁
一中、一中等各大学、中学、小学，对

外人都是拒绝进入； 到近几年新修
的各大休闲广场跑吧，人员嘈杂，无
专用跑步道等现状几乎让跑动的脚
无处安放； 连作为市政设施的怀化
体育中心的环形跑道， 同样是铁将
军把门，外人非请莫入。

慢跑 ，是最经济 、最大众化 、对
身体最好的运动方式。 如果在城市
中间，有这么些慢跑跑道，我想对市
民的身体健康，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对市民的精神风貌，将会有
很大的提升。作为市政管理部门，有
责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一些大
城市，寸土寸金，但很多地方都开辟
有环形慢跑道。

在这方面， 本人认为怀化可以
从这三方面入手， 一是怀化体育中
心、各大学、中学的跑道在一定时间
段对外开放； 二是在已建成的城市
广场外围建立慢跑道； 三是拟建的
各类公园，要有慢跑道的设计。

一名热爱运动的市民

·邵阳：中河街小学开设英语课
不规范

1351739xxxx：现在，小学按规
定已开设英语课程， 但邵阳市双清
区中河街小学6年级，自9月1日到9
月16日止还没上过一节英语课。另
外，虽然学校开设了英语课，但近两
年该校各年级英语从未进行过测
试， 包括期末考试。 学校如此不作
为，实在是误人子弟。

·华容：岳阳长江段有人用电捕鱼
1500195xxxx：华容县东山镇

有4个村民，使用电鱼设备在岳阳广
兴洲镇至湖北监利县长江水面非法
捕鱼。4人一般于下午4时到凌晨间
进行非法电捕鱼作业， 有时白天也
会作业， 闲时电鱼设备及船只停靠
在华容吃水码头。 期间多次有人举
报至华容渔政部门， 但不见采取行
动，致使4人非法使用电鱼设备捕鱼
将近一月，每天非法捕鱼量近千斤。

·衡阳:立新大道人行道成了停
车场

1597348xxxx： 在衡阳市立新
大道蒸湘世纪城地段， 至少200米
以上人行道， 不论白天黑夜总是停
满了各种车辆。人行道成了停车场，
路面多处被车子碾压得破烂不堪，
行人都要绕道走。 经常得在车行道
上穿梭，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希望有
关部门管一管。

·宁远：功漕缧村何时能修通公路
1892226xxxx： 宁远县中和镇

功漕缧村， 到现在仅仅只有一条窄
小而泥泞的山路。 邻近很多村组都
在政府的支持下修好了公路， 有的
完全实现了户户通。 我村由于路不
好，无法骑车，孩子读书每天要5点
钟就起床，走40分钟左右山路去上
学。农作物丰收后，农民也发愁怎么
弄到街上卖。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我们是辰溪县火马冲镇的村

民，有不少人像城里人一样，也想搞
点体育活动。 比如我们几个就喜欢
打篮球， 但镇里很少有像样的篮球
场。 前不久， 镇政府修了一个篮球
场，我们还高兴了一下。

但日前我们去镇政府篮球场打
篮球，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让
我们进去打。对此我们很有看法，镇

政府篮球场是拿国家的钱修的 ，不
能只成为镇干部的活动场地， 也应
对普通村民开放。

一村民
记者调查:

9月17日，记者从辰溪县委宣传
部了解到， 火马冲镇政府篮球场是
今年8月开始建设，9月份刚投入使
用。 由于周边企业职工和村民比较
多，镇篮球场场地有限，镇政府担心

安全及治安问题，暂时不对外开放。
现在正在研究出台相关规定， 以满
足群众的健身需求。

该县体育局分管群众体育建设
的一名姓李的负责人介绍说，目前，
国家很重视群众体育建设的投入，
重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该县对一
些村和社区投放了篮球架等200多
套健身器材。但毕竟经费有限，还不
能完全满足群众的需求， 群众体育
活动还需要多方面重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期盼镇政府篮球场对村民开放

城市户外跑步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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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嘉禾县城人民北路
一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十几部自行
车被当作晾晒架， 各色的被子铺在
上面。这种占用公共设施的行为，不
仅影响市民出行， 而且有碍市容市
貌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涛声 摄

公共用品上晾晒衣物
把文明晾一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