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邵东何时取缔胜利街马路市场
尽管邵东县金旺农贸市场已建

好了，但商贩仍在附近的胜利街、解放
路占道经营，堵得骑摩托车都难行驶，
到处都是污水，整个街道臭不可闻，经
常交通堵塞，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县政

府日前采取措施取缔胜利街、 解放路
马路市场，但只执行3天，就没人管了，
马路市场依旧。 希望政府早日取缔胜
利街、解放路马路市场。 容俭秀

·双牌一公路荒废百姓出入困难
双牌县原茶林至阳明山公路荒废

已久，此公路途经茶林高峰、张家山、临
海等地，因有老板私自开采“银砂”，导
致公路多处地方塌方，地面凹陷，道路
两边杂草丛生，无人管理。上世纪90年
代还有班车经过， 如今老百姓出入不
便，骑摩托车都害怕塌方，政府部门对
此公路不闻不问多年。 黄娅玲

微言微语

责任编辑 欧金玉 版式编辑 杨滨瑞

2016年7月4日 星期一07 来 信
社会聚焦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近年来，为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政府投
入了大量资金，成效显著，许多地方的村民都喝
上了放心水。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国家投
入资金搞的饮水工程， 建成后因种种原因一直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了摆设。湖南日报也多
次接到群众对这方面的反映。

饮水工程大功告成， 迄今未引
滴水成摆设

近日，湘潭县射埠镇盛源村的村民反映说，
为解决村民饮水问题，3年前， 政府有关部门在
村里打了两口很深的水井，水泵也买了，水塔也
建好了，水管也到户了。可不知为什么，3年过去
了，就是没见通水。对此，村民议论纷纷，他们希
望有关部门调查一下此事， 给村民一个明确的
答复。

6月14日，记者来到了盛源村，一提起饮水
的事，村民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该村原名叫泉
井村，最近和另一个村合并后才叫盛源村。每年
8月至第二年立春，有的组总有几个月水资源比
较枯竭。村民每家都有一口水井，可令人烦恼的
是，井水水质不好，特别是水烧开后，壶底就会
出现一层白色沉淀物。村民不敢用它作饮用水，
有条件的人家都买桶装水喝， 条件差一点的就
到很远的地方去拖山泉水。

村民们将记者带到该村大洼组和新建组交
界处的山边，2013年，政府为该村最缺水的这两
个组投资建的饮水工程从这里发散开去。 村民
们告诉记者，水塔建在山顶上。他们指着山边一

间“铁将军”把门的小屋说，这里面就是水井，有
约100多米深，同样的水井村里还有一口。但3年
来，从未有人打开过此门，更谈不上用水。在附
近一家村民的家门口， 记者看到水管确已铺设
到位， 只是不见一滴水。 饮水工程到底能不能
用，又该如何用，村民们谁也不清楚。对这种工
程，村民们说，这纯粹是浪费钱。

如何管理使用， 村组意见一直
难统一

饮水工程为何不用？ 记者就此采访了射埠
镇一位姓谭的副镇长。谭副镇长说，2012年盛源
村遭遇大旱， 这两口井当时是作为应急水源由
政府投资12万元打造的。按照“谁受益，谁负责”
原则，饮水工程完工后，其管理、维护及使用后
电费如何分摊等问题，应由村组协商解决。

记者采访了盛源村的周支书， 他介绍说，
2013年，在村里最干旱时，由水务部门牵头，为
村里打了两口108米深的井，水塔、水泵、水管也
全部到位， 受益村民有两个组合计400余人。饮
水工程搞好后，确实从未投入使用过。原因是3
年多来，对于设施后期如何维护、电费如何分摊
等种种问题，村组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两个组也一直未向他提出
用水要求。

周支书说， 该村村民家的水井一般都不到
10米深，打出来的水不符合安全用水要求，喝了
不健康，条件好一点的都只好买桶装水饮用。搞
好的饮水工程放着不用确实可惜。 得知村民对
此进行投诉后，就在头一天，他已向镇政府进行
了汇报， 决定由两组村民每户派出代表来协商

此事，尽早使饮水工程真正发挥作用。

建管难题， 严重影响农村饮水
工程生命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我省的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但在建后管理上，的确存
在一些困难和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严重制约
农村饮水工程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是建好的设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
员，无法做到专业化管理，不少工程建成后就交
给村委会自行管理，甚至是个人承包经营，饮水
安全工程难以长效运行； 二是管理措施跟不上。
不少水厂因项目没有投资主体，无法在工商部门
注册，无法办理税务登记，不能领取票据收费，物
价部门无法核定水价和出台收费政策。因不能计
收水费，水厂难以持续运行；三是供水设施维护
经费短缺。由于农村水价过低以及农村用水量偏
少，不少农户不愿花钱买自来水，导致自来水入
户率低，有些村入户率甚至达不到设计供水规模
的一半，导致水厂盈利能力不足，运行管护困难。
很多供水工程因承担不起费用，平时检测化验次
数较少，难以保障用水质量。还有的工程饮用水
管材不合规范， 受建设资金限制和疏于管理等
多个因素影响，用水保障问题更是突出。

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就没有健康的生命，更
没有和谐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
农村用水安全已成为政府、社会、公众日益关注
的焦点，只有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管理，
才能充分发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效益， 彻底
消除“摆设工程”，让这一德政工程、民生工程真
正造福于民。

编辑同志：
5月份以来， 笔者随新化县白

溪镇人大、政协调研农村金融工作
中发现， 随着农村经济日趋活跃，
农民手中钱袋逐渐充实 ， 金融储
存 、民间借贷异常活跃 。一些不法
人员借农民钱袋充实之际，将非法
集资、 融资的黑手伸向了农民，导
致不少农民血汗钱被骗光，社会矛
盾尤为突出。

山区农村距集镇较远，存储、取款
不方便，而不法分子大打亲情牌、又许
以高额回报为饵，老人、妇女很容易掉
进这个陷阱。新化县白溪镇70多岁的
王大爷，早两年卖掉了一对大水牛，加

上积蓄， 合计2万元准备存往农村信
用社。在街上开了一个凯鑫贸易行的
本家王某，要他把钱存进贸易行里分
红， 就这样， 王大爷省吃俭用的2万
元，仅第一年拿到3000元分红，后来
连本钱也要不回来了。游家镇一位姓
张妇女被一亲戚游说，说是集资建新
化三大桥，借出了10万元。现在自己
生病也要不回来这笔钱，据亲戚说是
投向了非法融资行业。

据新化县打非办与金融办去
年打击非法集资工作情况显示：贪
图小利也造成了农民血本无归。一
些人通过假做生意或办实体企业
向农民融资，夸大未来收益 ，或许
以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
集资行骗 ，最终资金链断裂 。如新

化县个体户伍某非法融资后，销声
匿迹了，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
损失。 伍某先借助市劳动模范、政
协委员、 村党支部书记的光环，把
自己包装成“爱心人士”，取得了当
地农民的信任后， 他抛出了5万存
一年给1万利息的消息， 在有几个
人尝到甜头之后，周围的人纷纷效
仿 ， 伍某的非法集资规模迅速扩
大，时至事发之日，竟然高达上亿，
而该事件只不过是非法集资中的
一个缩影。

农村非法集资、 融资已成为当前
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在广播、电视、报
刊、网络等媒体上，开展多层次、多角
度宣传， 让广大群众知道什么是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集资诈骗，提高
民间资金的安全防范能力。

张茂锡 罗跃庭

编辑同志：
2012年， 冷水江市人民政府出

台了《冷水江市化解城区义务教育学
校大班额问题四年行动计划》， 其中
确定新建两所学校。湾田学校属于新
建两所学校中的一所， 建设项目于
2012年4月启动，原定址布溪佳泰家
二期旁，截至2014年5月底共完成投
资1090万元，已完成了立项、环境影
响评估、土地报批等工作。

但是2014年11月11日， 冷水江
市委、市政府决定，放弃已经经省政
府批准、 已投资1090万元的湾田学
校建设项目原址，重新选择相隔不到
两公里的青山农庄地块作为新的校
址。现在，湾田学校老址已征收的那
块土地还荒芜在那里，而新址已经拆
迁完毕，却还看不到学校开工建设的
影子。我们不清楚为何要这么折腾一
下，既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又耽误
几年的时间。湾田学校到底何时能建
好，有关市民对此很着急。

一市民
记者调查：

6月13日， 冷水江市教育局回复

说，湾田学校重新选址，主要是基于
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原址房屋拆迁难
度大。湾田学校原选址区域内有18栋
房屋需要搬迁， 涉及安置人口120余
人。拆迁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且周
边无理想的安置房建设地点。原址高
压电线铁塔迁移难度大、 成本高。原
址选址外区域内有两座110千伏的高
压电线铁塔需要搬迁。原选址周边环
境差。进校道路路况复杂，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原址建设成本高、建设
周期长。

经过相关市领导和部门领导集
体讨论 ， 湾田学校变更了选址 。目
前， 湾田学校新址建设完成了发改
委立项、可行性报告，通过了地质灾
害评估报告，完成了环评审批、征地
拆迁以及总体规划设计方案， 完成
了土石方的测量和概算，办理了《使
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完成了地面清
表、房屋拆除工作。目前湾田学校正
在进行土石方外运相关工作， 即将
动工建设， 预计于2017年秋季可招
生入学。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中途更换选址 四年不见开工
冷水江市
湾田学校何时能建好

编辑同志：
我是衡阳县库宗桥镇龙潭村人，

全家人参加了衡阳县新农合意外保
险。我妻子5月17日骑摩托车不幸摔
倒受伤，入住库宗桥镇医院治疗并及
时报案。但保险公司一直不垫付任何
医药费用，直到妻子已经办理出院手
续并自行付钱结账出院，保险公司的
报销一直无法兑现。保险公司的报销
为何这么拖拉？

小刘
记者调查：

记者将此投诉反馈给了衡阳县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该局表示会对
此事进行调查。近日，中国人寿衡阳支
公司积极与投诉人对接， 实地查勘调
查，及时办理了补偿手续。到目前为止，
投诉人住院医药费用补偿金已经到卡，
投诉人对保险公司的善后处理较为满
意。保险公司对所涉本次投诉的经办服
务人员的工作不到位，予以了批评教育

和按公司管理制度进行了处罚。
记者从2016年衡阳县新农合政

策宣传中了解到，该县参合人员因意
外伤害住院应在48小时内报案由经
办保险机构派人查勘。符合新农合补
偿范围的意外伤害住院医药费用，在
县内医疗机构住院的，在住院的医疗
机构兑付窗口办理补偿；在县外非垫
付制医疗机构住院的，到中国人寿衡
阳支公司新农合意外伤害经办服务
中心办理补偿。

为何投诉人没有享受到规定的
服务？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通过不
断的改进，如今，我省新农合住院补
偿报销手续已经非常规范和便民。但
不少地方开展的新农合意外伤害保
险理赔服务工作却不尽人意，参合人
员的利益得不到及时的合理的保障，
呼吁有关部门对此加大管理，更好地
让惠民政策造福于民。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衡阳县新农合
意外保险理赔服务应加强

编辑同志：
我是长沙医学院2015届毕业

生， 我们通过护士资格考试快一年
了，但护士执业资格证却一直没发下
来。其他学校都在4月份已经下发，现
在6月中旬了， 长沙医学院的毕业生
还拿不到证，导致大部分已经参加工
作的同学无法转正，无法参加医院的
编制考试。我们给省卫计委打了很多
次电话，但一直没有消息。希望早点
发证，如果还不发证，学校将要放假，
又要等到何年何月?

� � � �唐丽
记者调查：

6月16日， 记者就此事致电省卫
计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解
释说，2015年的护士执业资格证的确

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是因为省人社
厅去年改以前的抽查为全面核查，全
省有5万多考生通过了资格考试，对
这5万多人的材料要逐一核查， 材料
不合格的还要补交材料，最后再统一
打钢印，所以时间拖得比较久。现在
核查已完成， 证件正在统一打钢印，
但人社厅只有两部打钢印的机器，5
万多本证件，每个市、州的证都要一
至两周才能打完。长沙医学院的证件
这周已打完钢印，下周学校就统一将
证件拿回学校发放。针对今年的这种
情况 ， 卫计委和人社厅已协商 ，从
2016年起，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员材料
审核权下放到各市、州，将大大加快
核查的速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护士执业资格证为何久拖不发

� � � �隆回县羊古坳乡龙家湾村11组村民反映说：我
组自来水工程建于2005年， 覆盖龙家湾村11组40余
户，以及龙家湾村小学，村委会，受益人口400余人，当
时全组村民总投资8万元。 但随着城镇一体化的快速
发展，原来的管网陈旧老化、管道堵塞、跑冒滴漏较常

见，造成饮水工程运行不畅，供水极不正常。加之原来
的饮水工程使用主管多为塑料管，且埋管较浅，现急
需把我村饮水工程进行改造、升级，但改造资金不是
一笔小数目，村民无力自筹。希望上级能帮助解决我
组自来水工程的改造。

双牌县大河江村：
自来水厂成摆设
� � � �双牌县茶林乡大河江村村民反映说： 以前我
村村后有一条供应大河江村及联合村的水渠，生
活用水以及农田灌溉都不成问题。2002年湘能阳
明山电站修建后，断了我村的水源，致使我村用水
只能直接从电站隧道泄压井口引入， 而上游阳明
山管理局里所有生活污水及竹木加工厂的工业废
水都是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电站水库里的，
村民用的水自然被污染。 好不容易盼到国家给我
村建了个自来水厂， 原以为从此就能吃上放心的
干净水，却没想到水厂建了两年了，却一直不供水，
只是个摆设， 村民喝的仍然是阳明山电站水库的
水。请上级关注，让我们早日喝上干净放心的水。

沅陵县池坪村：国家饮水工程私人承包不妥
� � � �沅陵县荔溪乡池坪村村民反映说，该村是一个
小集镇，有380余户1500余人。2014年，国家投资兴
建了池坪集镇饮水工程， 但建成后的饮水工程却由
私人承包，成了某村民的私人赚钱工具，他对用户实

行最低消费，每户每年收取最低水费120元，多用多
收。仅此一项，其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村民对此
难以接受。 希望上级主管部门将饮水工程纳入规范
管理，让饮水工程长期造福于民。

隆回县龙家湾村：饮水工程改造资金无力自筹

图片说事

野泳湘江
屡劝不止

6月22日， 长沙市湘江中
路风帆广场段， 市民在湘江游
泳。夏季高温酷暑，“每天18时
至20时，来亲水平台游泳的市
民增多， 加大了危险系数”。历
年来， 长沙湘江猴子石大桥水
域、 湘江南湖路码头、 文津渡
口、 杜甫江阁水域至湘江橘子
洲大桥水域、 风帆广场亲水平
台、浏阳河沿线，均是溺水死亡
高发地段， 市民应谨慎下水游
泳。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警惕非法集资走向山村

湘潭县射埠镇盛源村，政府筹资为村民打井引水，建成三年从未使用———

饮水工程,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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