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近来， 新化县白溪镇白岩村刘家排

的40户人家，200来人很烦恼， 自来水放
出的是乌黑、散发恶臭的水。刘家排前些
年都是山清水秀的， 但近几年村里的小
河流着乌黑的脏水， 自从村里开了几家
香干加工厂和养猪场就变成了这样。前
几年还能过得去， 现在都已经影响刘家
排200来口人的饮用水安全，这叫刘家排
的百姓如何生活。 我们反映情况， 村里
“和稀泥”，说会清理水池。但这治标不治
本，自来水取水点靠近小河，只有解决污
染小河的污染源，才能解决刘家排200人
的生活饮用水问题。

一村民

记者调查：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新化县白溪

镇政府，镇政府回复称：白溪镇白岩村一、二、
三、四组的部分村民居住在刘家排上，现有3
家豆制品加工厂，其中有成型的企业(顺意食
品厂)一家、小规模加工作坊两家。顺意食品
厂2015年建成投产时，县环保局、镇环保站曾
多次派人入厂进行指导和协调，使其废水经
过沉淀、净化、消毒处理，再通过管道排放，而
其他两家小型加工作坊已生产加工6年之久，
废水直排路边小水沟，再排至小溪。几年来，
对村民的饮水安全确实带来了影响，镇政府
会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加大监管力度，对
作坊的排污进行整改，使村民早日喝上安全
的饮用水。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呼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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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随着大批乡村学校被撤并，
校车在保障乡村学生安全上学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补贴不到
位等多方原因， 校车亏损情况愈加明显。在
一些地方，校车涨价、停运等情况相继发生，
校车运营陷入困局， 学生安全上学重现危
机。

涨价———家长不堪承受

新宁县一渡水镇的一位家长反映： 新宁
县校车费年年都在涨，这个学期更是猛涨，直
接翻了一倍。 他的小孩在新宁县一渡水镇对
江中心小学上学， 村子离镇上只有3公里，上
学期校车费是400元，这一学期校车费猛涨到
近800元。没有校车之前， 该村小孩都坐“慢
慢游”上学，一学期才一百元左右。现在不少
高年级的学生都改走路上学了， 但小学一二
年级学生实在太小，马路上又不安全，只得咬
牙苦苦支撑。

新宁县高桥镇中心小学的家长也向湖南
日报反映，校车价格每年都涨，国家没有一个
统一的价格，任凭公司自己定价，五公里收费
750元一学期。

常德斗姆湖中心小学的家长反映， 最近
斗姆湖校车队给家长发了一份函， 要求每人
每期再交100元照管员工资。校车收费原来每
人每期900元，本来就偏高，现在又巧立名目
想收取更多的费用。

不少家长在抱怨： 校车虽然可以保障学
生安全， 但收费年年攀升却成了家长难以承
受的负担。

亏损———运营难以为继

学生和家长在投诉校车涨价， 校车经营
者却也在吐苦水。

桃江县武潭镇的校车司机向湖南日报反
映说：从这学期开始，镇上一些非校车的面包
车又开始拉学生了， 他们多次向运管部门反
映，但是一直没人管。武潭镇有校车11辆，一
辆校车本来一个上午可以跑4趟，因为“黑校
车”现在减成了3趟。该县校车一年只有补贴
1.9万元，每车又按要求加了一个照管员，其工
资每月要支付1200元， 现在这种情况每车每
年要亏损2万元。 不少校车为了经营下去，无
奈只得涨价。

记者在新宁县看到了一份一辆19座校车
运营成本核算表，校车每年保险、燃油、磨损、
折旧、 驾驶员和照管员工资等最低的成本需
要8.6万元；最高运行的年收入（每车一般每天
跑两趟）为4.9万元，加政府补贴1.5万元，贷款
利息每年2.4万元不计在内， 还要亏2.2万元。
就算跑3趟都满员加上补贴勉强持平，但每年
的贷款利息还是亏的。

新宁县校车安全管理办公室李主任告诉
记者，家长反映一渡水镇校车准备涨价的事，
后经政府出面协调，最后还是维持原价。但这
并不是长久之计， 他对校车目前的运营困境
仍忧心忡忡。

李主任介绍说， 目前关于校车管理的相
关政策不完备， 对校车如何收费没有规范性
文件，相关资金配套也是困难重重。大多数校
车都是校车公司根据成本核算后自主收费，
并不由物价部门来定价。 新宁县一直重视校
车的安全运行，严禁超载、超速，车上除了司
机还配一个照管员。 接送学生最远的一个村
子距离学校有28公里， 一些地处偏远的农村
校车运行成本很高。收费太低保证不了运营，
收费太高家长又难以承受。目前，新宁县按20
人以下校车每车补贴1.5万元， 全县享受补贴
的有130台校车。 今年省里拨付了85万元，其
余的都要县里配套。

李主任介绍说， 为了确保校车运营安
全，今年新宁县财政投入很大，投入158万元
建设了校车全程监控平台， 投入225万元对

校车运行危险路段设置防护栏。但目前确实
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校车运营亏损、车费看涨
的状况。由于成本太高，补贴又少，新宁县已
经有一个乡镇校车停运，学生要上学只能自
己想办法。

出路———多方化解困局

12月19日， 记者致电省校车安全管理办
公室，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我省从2011年开
始发展校车，2012年开始出台规范性文件，各
县、市校车发展得比较快。根据国家《校车安
全管理条例》 规定， 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
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目前，上级财政
补贴因种种原因还不到位， 我省根据乘车人
数和运营公里数给予了部分补贴， 一些经济
状况好的县、市财政给予的补贴相对比较高，
校车运营就没有资金短缺方面的困扰。 但除
去少数几个经济状况好的县、市，我省大多数
县、市的校车运营的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同
时校车收费也是年年看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校车运营困局已
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正在调研出台解决
方案。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校车服务的对象主
要是偏远乡镇的学生，要化解运营困局，首先
还是要尽量让学生就近入学， 其次是实行寄
宿制， 最后才是选择校车。 关于校车资金保
障，一方面建议将校车纳入国家燃油补贴，如
新宁县去年一辆17座的公交营运车可以享受
5.6万元燃油补贴， 如果校车能享受同样的政
策，就可以做到低价运行了。另外建议有条件
的县、市最好采用公交兼营的办法，既能享受
国家的燃油补贴， 又解决了学生上学难的问
题。

我们需要安全的校车毋庸置疑， 但“安
全”不是喊出来的，更需要资金和制度的保障
才能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呼吁有关部门积
极探索校车运营理想模式， 保证学生坐得安
全也能坐得起。

涨价家长难以承受 低价运营困难重重

校车运营困局有待破解
编辑同志：

我奶奶唐贵仙是江永县上江圩镇朱家
湾村一名93岁高龄的老人。去年9月，我到县
人社局帮奶奶申请办理社保卡时，得知该局
早在2011年就为老人家办理了社保卡，但
老人一直未领取过社保卡。 我到银行查询，
得知卡里几年来的2300元养老金已被人盗
取冒领，最后一次取款时间是2015年1月14
日。 我立即去上江圩镇政府询问卡的去向，
并向派出所报了案。 此后多次奔波于人社
局、镇政府和派出所之间，但一直无结果。

2016年4月，省委巡视组进驻江永后，
我家与同村同组被盗取2500元养老金的
邓焕夜的家人把情况反映上去了， 并再次
去派出所报了案。不久，上江圩镇政府负责
办理省委巡视组交办该案件的人告诉我
们，养老金盗取冒领者已被查出，但退钱和
惩处的事归派出所管。 我们又多次去派出
所， 派出所却说他们不管， 叫我们找镇政
府，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我奶奶
的养老金还是不见踪影。 呼吁党报舆论监
督， 督促有关部门早日揪出连老人的养老
金都敢贪污盗取的“蝇贪”。 李湘文

记者调查：
12月21日 ， 记者致电江永县城乡社

会养老保险局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该
部门只负责参保人员信息录入和享受人
员养老金的拨付 。 社保卡则委托银行发
放 ，按规定应由本人亲自领取保管 ，如果
被盗取冒领只能报案 ， 由公安部门依法
处理。

李湘文告诉记者，后来他了解到，江永
县第一批社保卡是由各村上报信息办理
的，村民自己并不知道，县里要求2011年底
将卡发到村民手中。 人社部门通过农行办
卡，农行没有发放台账，有的发到了村民手
中，有的则在乡镇村干部手里；有的乡镇建
立了发放台账， 有的像上江圩镇一样没有
建立台账，在登记、管理、发放、领取上都很
混乱。

李湘文认为， 村民的社保卡本人没有
拿到手，养老金被冒领盗取，负责此批社保
卡工作的人员都有责任。 但受害人维权一
年多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吃了很多苦，受
了很多气，实在是让百姓寒心。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的金堂河湘

江码头历史悠久， 以前一直是居住在茶山
坳镇中北部村民生活物资出入、 与外界联
系的生命之门。由于近代公路交通发展，该
码头近几十年来逐渐荒芜破败， 当地政府
及有关部门也从未有意向进行维修， 近年
该码头基本上完全被破坏， 就连附近村民
想下河取水都不方便。

今年7月， 有两位村民自筹资金对码
头进行了维修，码头焕然一新，逐渐热闹起
来。有来钓鱼的，有来散步看风景的，也有
来游水嬉戏的。这本是一件好事，既保留了
历史记忆，又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防止
了水土流失，保护了河堤。可是11月13日
上午，衡阳市珠晖区政府会同水利部门，调
来大型挖掘机，以违章建筑为由，将新修的
码头挖得面目全非。 这一行为实在让人难
以理解：这么多年来，码头无人过问维修，
老百姓自己出资修建好了， 政府为何要挖
掉？难道做善事都违法？

唐刘

记者调查：
近日， 记者采访了衡阳市珠晖区水利

部门，一名负责人解释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规定，河道的整治与
建设，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符合国家规

定的防洪标准、 通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
要求， 维护堤防安全， 保持河势稳定和行
洪、航运通畅。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
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穿河、穿堤、临
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
建筑物及设施，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
理权限， 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管机
关审查同意后， 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
行审批手续。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
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 茶山
坳镇两位村民维修码头时， 从未向有关部
门报告， 更没有在河道主管机关依法办理
手续。执法部门发现后，对码头维修后影响
行洪的部分进行了拆除。

两位自费出资修码头的村民对此还是
想不通，他们承认，自己不懂有关规定确实
没有申请主管部门批准， 出于做好事的目
的维修好了码头，这样挖掉太可惜。记者在
金堂河湘江码头看到，经过维修后，码头确
实显得宽阔整洁， 为人们休闲提供了一个
更舒适的场所。 但码头靠江边部分被拆除
后尚未重修，留下安全隐患。茶山坳镇政府
一名工作人员说， 法律不允许私自修复码
头，拆除码头是要教育村民要有法制意识，
做好事也要依法而行。至于以后如何修复、
使用码头，政府已有规划，将其打造成休闲
娱乐场所或货运码头都是可行的。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汝城县领秀瑶族乡东山村的一

名普通大学生，我认为我们村搞的“精准扶
贫”并不精准。

我父母没什么文化， 母亲由于体弱多
病，不能干重活，父亲也五十多岁了。这么
多年父母一直供我和弟弟读书， 家里很困
难。我家只有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
我读大学学费靠贷款， 生活费也只能自己
勤工俭学赚，弟弟正上高中，开支不小。但
令我想不通的是， 我家这么困难却没纳入
扶贫人员名单，而有些有小车的，有的盖了
两三层、 装修精致的小楼房的竟然是扶贫
对象。呼吁上级引起重视，让扶贫真正帮扶
那些真正贫困的人。

小胡

记者调查：
近日，领秀瑶族乡调查后回复说，东山

村原有172户贫困户是通过县、乡干部入户
走访，根据走访对象当时生活水平、生产能
力、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负担轻重，通过村
支两委、党员、组长、群众代表评议，公示期

满后报县政府认定的。 认定的贫困户是在
一定范围内经过广泛的意见征求和民主
评议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精准、公开、公平。
按照省、市、县精准扶贫相关要求，该县开
展了贫困人口“四类人员”清理。通过政府
内部数据交叉检查、群众监督，该乡针对贫
困户中暗含的财政供养人员 (含现任村干
部)、个体工商户或经营企业户、有商品房、
有小汽车(不含面包车)的“四类人员”进行
清理，并且将这项清理管理常态化，发现一
起，清理一起。精准识别之后，通过一年多
的国家政策帮扶，加上贫困户的自身努力，
有些贫困户已经摆脱贫困走上奔小康的
道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少部分贫困户贷
款购买了工具小车，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有
些贫困户自己建起了新房。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贫困是一个动态，
过去富裕的有可能因为天灾人祸陷入贫
困， 曾经的贫困户也会因为政府帮扶和自
身努力脱贫致富。 建议有关部门对扶贫对
象进行动态管理， 及时清理已经脱贫的贫
困户，帮扶真正贫困的人。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芙蓉工商分局办事窗口服务待提质
12月19日下午，我去长沙市工商局芙蓉

区工商分局办理业务。14∶11领号，前面有33
人等待， 窗口人员办理业务速度非常慢，到
16 ∶45左右就停止叫号了， 前面还有7个号
码。 我算了一下，7个窗口168分钟只办理了
26个号码， 平均办理一个号码的业务耗时
45分钟。 窗口在临近下班时间还有15分钟
左右就忙着整理手里的资料等待下班，要我
们第二天早点过来领号排队。我觉得，当天
出的号码就应当天办理完毕，如果确实忙不
过来，当时就应该提前限号，不能让我们白
白等3个小时。

李女士

·易分期贷款还款利息高得离谱
我在易分期分期贷款买了一部手机，本

金5799元，首付700元，一共18期，每期还款
512元，当时说第6期就可以还全款，只付前5
个月利息，合同上也没有说有解约金。当我第
6期打客服电话要一次性还完余款的时候，才
得知利息竟然高得离谱，简直就是高利贷，这
5个月我已经还了2566元， 还要求我付全款
5826元，这不是坑人吗？

张玉梅

·临湘市洒水车工作安排不合理
我觉得临湘市的洒水车工作安排得不合

理，不管天晴下雨一天洒几次水，有一些交通

事故都是因为洒水车安排不合理而引起的，
夏天可以多洒几次水， 下雨天完全没必要洒
水，地上本来湿漉漉的，再洒水不是浪费水资
源吗？在洒水的时间上也安排不合理，每次早
上都是安排在上班高峰期洒水。

康佳

·汝城快餐店噪声扰民
近日， 位于汝城县十字街旁边的德克士

快餐店整天播放高分贝广告音响， 严重影响
周围商家的正常经营和住户的生活作息，多
次交涉无果。请城管局严格执法，消除此噪声
污染，还百姓一片安宁。

刘剑雨

群工部邮箱：qgb4329322＠sina.com
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同志：
绥宁县红岩镇巷子村和大坪山村有两名

村民， 多年来将一个储存10多吨成品油的自
制油罐长期摆放在村民住宅院落附近的道路
旁，并将一辆面包车私自改装成流动加油车，
车上安放了小型油罐、加油机等工具，经常流
窜在红岩镇、李西镇、黄土矿镇范围内，向各
非法洗砂厂、非法砖厂销售成品柴油。如此非
法行径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严重扰乱了
成品油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 更让人忧心的

是严重危害着公共安全，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
场所将储油状态下的储存油罐长期摆放，将
非法改装的流动加油车四处流窜售油， 安全
隐患极大，极易发生燃爆伤亡事故。

当地群众多次向绥宁县安监、交警等有关部
门及红岩镇政府举报反映过，但一直无任何部门
出面处理，一直在踢皮球。这一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的重大安全隐患至今得不到排除。请相关部门
采取果断措施， 从根本上排除这一不安全隐患，
不要等真的造成严重后果后再来“重视”。 一群众

部门反馈：
绥 宁 县 成 品 油 流 动 加 油 车 非 法 经

营 专 项 整 治 小 组 十 分 重 视 群 众 举 报 ，
接 到 群 众 举 报 后 组 织 联 合 县 商 务 经 信
局 、 县 安 监 环 保 局 、红岩镇政府对巷子村
该处的加油罐进行了查封 ， 并责令其进行
整改 。目前该加油罐已经自行整改到位 ，对
加油罐进行了拆除吊离 。 对非法流动加油
车正在会同交警 、 安监环保和当地政府进
行查处 。

微言微语

图片说事

养老金被冒领
维权一年无果

两村民捐资维修老码头，部分成为违章建筑被强拆

做好事也要依法而行

应对扶贫对象进行动态管理

加工作坊直排污水污染水源

12月22日下午，长沙
市五一大道太平老街地下
通道，漆黑一片，市民只能
“摸黑”前进。附近的市民
介绍， 该地下通道照明灯
损坏已3天，而此处过往的
人流量很大， 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
能尽快解决照明。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通道成黑道
市民难通行

非法流动加油车安全隐患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