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
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农村自来水工程， 这一举措
被广大农民称颂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很
多乡镇的农民从此过上了用水舒心的幸福日
子。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少地方的饮水工程
因为在前期建设和后续管理上存在问题， 导致
供水得不到保证， 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建设的饮
水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有的甚至成了劳
民伤财的摆设，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投资40多万两次开工
未解村民用水难

宁远县冷水镇三联村四方井的村民们向记
者反映， 他们多年来吃水一直靠肩挑手提，从
2011年开始，政府有关部门投资共40多万元两
次给村里修建饮水工程， 可惜至今他们还是没
能正常用上自来水。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11月15日， 记者来到
实地采访。据了解，四方井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共涉及到猫仔湾、四方井、半田洞3个自然村，
受益村民共85户，350人。2011年，三联村作为
该县几个部门的联系点，为了解决这几个自然
村饮水困难， 这些部门筹措资金18.6万元，由
村委会发包修建了饮水工程。但由于资金有限
和质量方面原因， 工程交付使用后就渗水严
重，加之无人管理维护，使用仅1年时间，工程
就荒废了，近20万元打了水漂。2017年，县水
利局又将四方井农村安全饮水项目列入2017
年第一批农村安全饮水项目进行了立项，总投
资23.95万元，由所在乡镇对外公开招标建设，
8月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 但四方井等地仍没
用上自来水。

三联村村支书介绍说， 四方井地处白云山
山脉，地表水资源匮乏，这次饮水工程项目是采
取水源自流方式，受雨情影响极大。今年因为这

里遭遇严重干旱，数月未下雨，出现水源断流而
导致供水困难。 自来水仅能供应一个自然村村
民饮用， 其它两个自然村就只能到附近的一处
古井自行取水。

不少村民们提起这两次投资兴修的自来水
工程都很有意见却又无可奈何： 第一次工程因
质量和管理出问题而白修了， 这一次工程又因
取水水源没保证而让他们还是用不上水。 他们
告诉记者， 现在的饮水工程同样无人管理和维
护，即使水源不出问题，长久下去也难保证村民
正常用水。他们说，政府花这么多钱为村民们办
好事，为何不能考虑周全些、管理严格些，让工
程真正造福百姓？

工程建管问题凸显
惠民工程难惠民

像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湖南日报近来收
到不少这方面的群众投诉。

一是工程先天不足，难保正常供水。
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万众洛村蒋家栋组常

年缺水，这里的村民都靠一口很小的水井取水，
水井地势很低，每家每户都得用抽水泵往上抽。
好不容易盼到政府投资建自来水工程， 谁料自
来水管埋好了，水却根本就送不到蒋家栋组。马
合口白族乡政府就此回复说： 万众洛村蒋家栋
地势较高， 供水所需压力超出现乡供水站的条
件，压力达不到，水供不上去。村民想不通:当初
设计时为何没考虑水压问题？供不了自来水，为
何还是劳民伤财铺水管？

中方县桐木镇村民反映： 该镇五龙溪水厂
修好了两三年了，但正常运行不过3个月，一直
闲置着。中方县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过去
建五龙溪水厂时资金投入不足， 设计无法确保
枯水期水厂能正常运转。因去年枯水季节延长，
五龙溪水库水位过低，提水困难，日供水量不能
满足用户需求，所以关停二期工程供水，待水库
水位升高和厂区设施检修维护完成， 再恢复坝
上二期工程供水。人们不理解：饮水工程遇到枯

水期就无法使用，如此设计也太不合理了吧。
二是重视工程建设，忽视管理运行。
衡南县铁市村村民反映： 由衡南县水利局

在车江镇铁市村高古组承建的国家投资87.69
万元饮水工程，已完工两年，却至今尚未投入使
用。有关部门答复称：虽然铁市村集中供水的小
型水厂主体工程于2015年初已经建成，并铺设
了主要管道，可以投入使用，但却面临着一系列
问题，致使该水厂建成后却一直未投入使用。一
是水厂主体工程建成后，无后续的配套资金，无
法启动后续工程；二是铁市村住户比较分散，还
要铺设入户水管，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农户难以
承担高额费用；三是经过在铁市村摸底排查，需
接水入户的村民较少， 大部分村民家中都自打
了水井，生活用水自家水井就可供应，大部分村
民不愿用自来水；四是自来水厂是自营式的，运
行成本比较高，且有需求的村民较少，一旦运行
将入不敷出，车江自来水厂不愿承包。

建管并举
让幸福之水长流

据了解，目前，农村自来水工程仍在大力推
进， 不少地方已建的工程也在申请资金进行提
质改造， 绝大部分建造和改造后的工程从设计
上可以做到供水有保障。 但在建成后的后续管
理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饮水安
全工程后续管理机制不健全、维修资金无保障、
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没有落实专职人员、水源
保护区和水质监测难以到位。这些问题不解决，
将严重影响工程建成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充分发挥， 保障工程的长远使用效益将会是
一句空话。

人们呼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项重要
民生工程，除了合理设计，确保工程质量外，更
要采取措施强化管理， 从资金和人员方面保证
工程能长期运行使用，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实
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长期良性循环、 正常运
行，真正造福农村千家万户。

读者话题

微言微语

呼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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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辞辅警讨要加班工资
我叫王军乐，于2015年10月1日被邵阳县公

安局聘为辅警，岗位是城关派出所值班接警室，
3名辅警分为三班24小时轮流值班， 今年8月一
名辅警被辞退，公安局没有安排人来顶班，所长
安排我与另一名辅警轮流值班， 工作量由原来
每天8小时增加到12小时，一直做了40天至被辞
退。本来我9月30日合同到期，所长又安排我上
班到10月11日。 这种加班和超期工作应该要付
我工资，但所里拒付。我找了县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根本不予受理，让我去找法院。我上班加班

都打了卡，都有记录，事实很请楚，为何不能
得到应有报酬？ 王军乐

·桑植县高桥路段亟需路灯
目前， 桑植县汽车东站高桥段已经街道

化， 沿线商户单位很多， 但因为沿线没有路
灯，晚上行车在此段时一片漆黑。本人行车在
此路段时都发现了几次事故， 此路段很有必
要增设路灯，让过往司机行人出行安全。望县
政府早日能架设路灯，如预算不够，可先增设
造价相对便宜的光伏路灯，如预算充盈，可增

设常规路灯。 彭先生

·隆回县井塘路烂多年不修
隆回县井塘到迈迹塘路段的路烂了好多年

了，这段烂路约两公里，井塘村、合共村、联合村、
对江村等几个村受影响。2014年就听说修路，到
现在还没修，路是越来越难走。下雨后有大坑造
成很多运沙车打滑掉坑，天晴灰尘满天飞，路人
见车赶紧躲，开车就像开摇摇车，经常被顶底盘。
为什么别的地方那么好的路都要翻修，这条路烂
了这么多年还不修？ 罗华

编辑同志：
新宁县国税务规定， 所有商户一个

月只能在税务大厅开一次发票。 这违反
了国家规定的 “月营业额三万元以内的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税”的政策，强制
要求所有商户缴税， 使国家的惠民政策
得不到落实。 我们向邵阳市国税局反映
这一情况， 但新宁县国税局仍然阳奉阴
违，推出“三万元以下商户的专用税票”，
这种面额50元的票，很不方便使用。税务
系统推行的税控机，也变成“月营业额三
万元以上”的才能办理，小商户只能靠关
系才能办到税控机。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解决小商户的开发票难题。

一读者

记者追踪：
记者将读者反映的情况反馈给了新

宁县国税局， 该局紧急召集局各有关部
门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调查核实。 并答
复如下：

根据国税机关窗口代开普通发票管
理的有关规定， 凡对已办理税务登记的
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领购并开具与其经营业务范围相
应的普通发票。 还有一些可以代开发票
的情况， 办税大厅通知公告栏张贴了针
对代开发票及自行领用发票相关注意事

项。如果投诉者情况符合规定，且手续、
资料齐全，国税局应该代开发票。

根据《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定额发票
管理办法(试行)》，凡在我省境内从事提
供生活服务、公路旅客运输服务、快递服
务、停车服务、市场管理服务等销售服务
行为的增值税起征点以下纳税人， 可以
限量申请使用定额发票。 但湖南省国家
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只设1元版、5元
版、10元版、20元版、50元版5种，确实无
法按照提供更大面额的定额发票。 这一
情况局里将会以建议的形式如实向上
级部门反映。

根据税务总局部署，自2015年4月1
日起在全国范围分步全面推行增值税
发票系统升级版，推行工作按照先一般
纳税人和起征点以上小规模纳税人，后
起征点以下（即月营业额3万元以下）小
规模纳税人。2015年4月以来， 国税局
累计为72户有需求的起征点以下的个
体工商户办理了税控盘。如果当事人需
要办理税控盘申请领购增值税普通发
票，可以携带身份证前来办税大厅申请
办理。对于当事人反映的情况，现已责
成税源管理单位以及办税服务厅进行
自查和整改，切实提高办税质效和服务
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株洲市人民路中医院到纺织路口路

段，天天早上堵车，对小孩上学，大人上
班，造成极大的不方便。上学、上班天天迟
到，道路本来就不宽，两边马路都停车，十
分阻碍交通，望有关部门及时治理。

一读者

记者追踪：
株洲市交警大队对此回复说， 株洲

市人民路中医院路段交通拥堵问题不仅
影响芦淞形象，更影响到百姓出行便利。

交通拥堵的原因复杂， 有中医院车流量
大的原因， 停车设施短缺也是造成交通
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芦淞交警大队
每天上午安排专门警力进行交通疏导，
但要从源头上缓解， 还是要待中医院院
内停车位施工结束。下一步，芦淞交警大
队将多措并举，解决该路段停车难、停车
乱问题。 积极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快停车
设施建设， 加大设施供给， 改善供需失
衡；同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对违停、随
意穿插等违法行为的综合治理， 建立长
效监管机制。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有两个小孩在上小学， 每个小孩学校老

师都建了各种班级微信群，提出各种要求，我上
班下班经常要应付几个群。在小孩的作业群里，
老师变成领导了，布置各种作业，我每天都要落
实，并批改作业、签字。为了减轻小孩抄题的任
务，还得自费打印作业卷子。哎，家长简直成了
老师助理，不堪重负。老师对交的作业也不看，
只看家长签字没有，还说使用大数据管理，找出
薄弱环节等等，听起来很高大上，谁知道是怎么
回事？家长是应该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但
小学就布置这么多家庭作业， 并把责任都压到
家长身上，实在难受，望为学生及家长双减负。

衡东县一家长

记者追踪：
衡东县教育局非常重视家长的反映， 迅速

成立调查组进行核查，近日回复称：家长反映的

这种情况，个别学校个别教师可能存在。为了遏
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县
教育局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衡东县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关于进
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规定》《衡东
县减轻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六项规定》《关于
转发〈衡阳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
学生在校作息时间安排的意见〉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严格执行小学1至2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
作业，3至6年级书面家庭作业不超过1个小时，
初中书面家庭作业不超过1个半小时的规定。今
后教育主管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 对违规布置
作业、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的教师实行“零容忍”，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记者发现，类似吐槽目前在网上随处可见。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关于陪孩子写作业的那些
糟心事”的话题就戳中了广大家长的痛点，家长
盼望减负的呼声愈来愈高。

每天的作业都要求家长检查、批改和签字，
如果完成得不好或者没有签字， 就会被老师电
话追问；布置APP作业需要家长的手机来完成，
如果有事回家晚了就会导致孩子写作业到很
晚； 有些作业老师不在课堂上布置而是在家长
群里， 稍有不慎就可能漏看……陪孩子写作业
成了家长共同的心病。

孩子的成长固然需要家长的陪伴，家长适度
陪孩子写作业，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一些老师
因为无暇顾及全班同学，将学校应该承担的义务
和责任转嫁到家长身上，这是学校教育的失职。因
此，要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同时避免出现负担过
重的情况，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必须做到权责分
明。完成作业的主体只能是学生，批改作业的主体
只能是老师，家长需要做的应该是支持和陪伴。每
个人都要回归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各司其职，才能
发挥教育最大的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新宁小商户
难开国税发票

编辑同志：
溆浦县低庄镇在乡村统一修建了垃

圾池， 每年通过村干部向农户收取垃圾
清理费，但很少看到运输清理垃圾，造成
沿途恶臭难挡，并在垃圾池堆满后，就地
焚烧，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既
然收了垃圾清理费就应该将垃圾清理干
净。收着农民的钱，又烧垃圾熏农民太不
应该。希望环保部门能监督到位，依法执
行，不要让青山绿水变成垃圾焚烧场。

低庄镇连山村14组一村民

记者追踪：
溆浦县低庄镇政府对此回复说，低

庄镇连山村是镇人口第二大村，属镇“美
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村之一，自2014
年以来， 该村就高度重视垃圾清扫、收
集、清运工作，以自然院落为单位配齐了
环卫工作人员，添置了环卫斗车、修建了
垃圾收集池。

但读者反映的连山村垃圾池垃圾就
地焚烧、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属实。但村
里每年向农户收取垃圾清运费情况是这

样的：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根据村规民约，采取“谁收益、谁负责”的
原则，经村支两委研究，村民代表会议通
过， 每年向农户收取60元至120元每户
费用， 主要用于环卫工作人员垃圾清扫
工资和垃圾清运费用支出。自2015年以
来， 连山村的垃圾清运已承包给镇环卫
公司负责清运， 要求做到每半月全面清
运一次。这次垃圾池垃圾就地焚烧一事，
属个别村民所为，非环卫工作人员所为。
当然，也是村委干部、环卫工作人员监管
不到位所致。 现要求村干部加强环卫工
作人员监管，垃圾做到日扫、日收、绝不
能再就地焚烧， 告知镇环卫公司做到垃
圾及时清运。 镇环卫办要不定期地下到
各村加强环卫检查考核， 严格按照年初
下发的实施方案执行到位。

对于镇政府的回复，投诉村民表示，
就地焚烧垃圾这种现象不是某个时间
段的偶然现象， 希望有关部门能持续关
注，把及时清运垃圾的事落实下去，如果
是村民的个人行为，该罚也得罚。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收了清理费为何仍在焚烧垃圾

编辑同志：
我是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居民，去

年底我家两人买了今年的新农合医保。
但今年我因病住院， 出院后到农合办报
销，却被告知没有我的交费记录，不能报
销。我去村委会查询，说是漏了我名字，
当时收据也没给我们。村干部说，负责收
医保费的人本来只是一个义务， 要我们
体谅一下他算了， 现在也没有解决办法
了。我该怎么办？

刘凌薇

记者追踪：
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处对此回复

称：丁家坊社区中旦组村民刘某，成年后
一直在外务工， 已多年未参加农村合作
医疗，母亲王某英，也在外帮带孙子。去
年王某英打电话给组长刘某国， 提出明
年购买合作医疗时多买一个人， 但在购
买时刘某国组长只是按照医保部门提供
的前一年参加人员的名单购买， 开票时
忘记为其女刘某购买， 造成刘某未能参
加2017年农村合作医疗，无法报销相关
费用。

根据《醴陵市2017年度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筹资工作方案的通知》(醴合管委

发〔2016〕1号)文件精神，村民购买农合
需“以户为单位参保，填写参保登记表，
收取个人应缴费用， 开具财政统一的新
农合基金收据， 并在收据上注明每个参
保个人姓名(以户口簿为准)”。该户村民
新农合缴费采取委托方式， 因被委托人
遗忘等原因导致医保漏报，无法报销。街
道已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和村组长及时
与村民沟通协调，做好解释工作，并要求
所有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
心，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但是对于这样的解释， 当事人不认
同。刘凌薇说，她和母亲两人交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很久了， 农村合作医疗系统电
脑缴费记录里可以查到之前的缴费记
录。 今年8月她母亲王某英回家住了一
个多月，其间和刘某国组长有金钱往来，
刘某国组长从中扣了300元， 说作为她
和她母亲去年交医保的费用， 现得到的
解释是收费遗漏，让人无法理解。

近年， 记者收到多起村组代村民交
医疗保险费却没有上报， 遗漏医保的投
诉， 一方面村组干部还要有更大的责任
心，当事人也要在缴费后确认收费收据，
以免发生遗漏的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村组干部漏交了医保怎么办

株洲市中医院路段
交通拥堵太严重

� � � �一些地方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管理存在问题，导致不少项目群众难以
受益甚至成摆设，人们呼吁———

让幸福之水长流

作业花样繁多，需要家长接收、监督、批改、签字……

孩子家庭作业成家长的烦心事

12月6日，长沙街头，
一些小车的车顶上装着

“蜘蛛侠”玩偶，这种个性
装扮存在安全隐患，容易
分散其他驾驶人的注意
力，引发交通安全事故。行
驶过程中一旦玩偶脱落，
还会对周边的车辆和交通
参与者造成伤害。为了保
障道路安全，建议车主尽
量不要安装此类玩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车顶坐着
“蜘蛛侠”，

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