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近年来， 各级政府一直在大力实行政务公
开、一站式服务，全力为百姓提供公平高效便捷
的办事环境。但最近澧县两农民却吐槽返乡创业
依法申办手续时，跑了3年还在路上，其间经历让
人唏嘘不已。

等用地许可一年半
却告知要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澧县如东镇农民老李和老张多年来一直在
外地做生意，2014年返乡发展，想合伙在家乡开
办一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开办公司申请的手续
繁琐复杂，但两人一直依法一步步走来。谁料想，
3年过去了，前期投入已近30万元，至今企业想
要早日合法开工还是遥遥无期。

12月5日， 记者在两人提供的一大沓办证资
料上看到， 最早的一个部门审批盖章时间是
2014年9月，后来该项目先后办好了县发改委立
项、环评报告、消防、安监等审批手续，并于2016
年6月20日拿到了建设项目选址规划行政许可
决定书。他们将相关资料送到县国土部门，只等
得到用地许可就可以开工建仓库了。

老张和老李说，从此后，他们天天盼、月月
问，得到的答复说是下月办、下月办，就这样等到
了今年11月16日， 他们等来了国土部门的通知
说，现在用地审批表的格式变了，以前提供的资
料要重新做，而且被告知相关资料必须要早点呈
送到国土部门，错过了今年12月份又不知要等到
何年何月了。

两部门近在咫尺出现分歧不沟通
为难办事者

老李和老张急忙拿着新发的申请表重新找
部门盖章。这张表上需要6个部门盖章，他们两天
奔波得到了4个部门的盖章，可是到县规划局盖
章时，规划局要求安监局先盖章出具意见。可安
监局则答复：规划局无正当理由及法理依据要求
他们盖章。

安监不盖章，规划就不给办。他们请求双方
沟通，也遭拒绝，只好在两部门间来回打转，最终
一无所获。他们找一些部门反映此事，也被推来
推去。就这样，他们从11月17日跑到11月23日，
也没人能解开这个死结。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逼
近，他们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将自己的经历发到
了网上，盼望有人能主持公道。

老张和老李在网上投诉后，引起了县纪委的
重视。在县优化办、县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协
调处理下，11月30日，终于得到安监局的文字回
复：“此项目在申请规划选址、 用地规划许可、工
程规划许可前，无需安监部门签署意见或加盖公
章”，规划局这才同意签署意见。

记者发现，规划和安监两个部门同在一个院
子里办公，工作出现分歧后，两部门的相关同志
沟通起来实在方便，何苦让办事百姓夹在中间来
回奔走，直至纪委出面才解决问题。

政务中心不能一站式办理
签字何其难

老李和老张告诉记者，尽管县里早就建立了
政务中心，说是可以一站式办理，但他们找人签字
盖章还是很麻烦。 虽然规划局在政务中心有个窗
口，但他们只是在那里拿了三张表格，到别的部门
盖好章后，仍然要去规划局找乡镇股股长、主管副
局长、局长一一签字，再到局办公室盖章。可是想
要同时找到四个人的概率简直是零： 乡镇股股长
出差下乡，两人等了4天才签好第一个名字，找到
主管副局长签字后，局长又到上海开会去了，他们
也无法预约办事领导。几经折腾才盖好章，12月4
日，两人终于将资料再次送到了国土部门。

老李和老张说，这几年，他们办环保、国土、
消防等手续都无法在窗口直接办理，而是自己一
趟趟在各个办公室找人。他们家住乡下，进县城
一趟不容易，经常扑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
由政务中心在一定的期限内将这些要签的字都
搞好，再通知他们来取。

记者来到澧县规划局，两层楼的办公室找了
个遍，只有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的人告诉
记者，今天工会搞活动，都出去了。记者拨通了局

办公室主任的电话，他解释说，因事关安全，此类
手续过去一直是由安监部门先签署意见的，这次
对方才说不需他们盖章。至于不能给办事群众提
供一站式服务，他表示要了解一下情况。但至发
稿之日，他也没有给记者回复。

抓廉政，也要查处慢作为、不作为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老张和老李的笔记本上

记了好几页的送烟账目。询问之下，他们告诉记
者，这是这几年办审批时他们送“烟票”的记录。
所谓“烟票”，就是送礼者在商店买下烟后，并不
取出，而是由商店开出票据，送礼者将票据送给
所求之人。收礼者拿到票据后既可领现金，也可
取烟。近年来，这种送礼方式在县里悄悄流行。不
过，今年以来纪委大力整治“烟票”送礼歪风，风
气好多了。可是有些办事人礼物不收了，办事也
没那么热心了。这次要不是纪委出面，他们的事
还不知要拖到何时。

记者就此采访了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他们介
绍说，今年来，该县狠抓优化经济环境，改进部门
作风。每次接到群众投诉，纪委都会对其中有代表
性的事件进行剖析，举一反三，在全县开展警示教
育。今年先后开展了政务服务环境警示教育、工业
园区服务规范、整治“烟票”送礼歪风等行动，全县
党风、政风大大好转。这次他们看到老张和老李的
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并组织两部门进行了协
调。两部门互相推诿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至于投
诉者反映业务不能在窗口一站式办理， 这说明职
能部门的内部办事流程还存在问题， 不利于群众
办事，纪委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查处慢作为、不作
为，建立为群众办事高效便民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高压的反腐态势，让办事需请客送
礼等歪风得到有效遏制，但群众反映办事难的呼
声仍时常可见。一是个别地方还存在更隐蔽的送
礼方式，更多的则是礼不收了，办事也不来劲了，
一些地方慢作为、不作为现象突出。一方面，我们
希望群众对各种新出现的诸如“烟票”送礼的腐
败方式大胆举报，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将廉政进
行到底。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干部作风建设，从制
度上杜绝机关的慢作为、不作为，更好地为人民
群众办事。

编辑同志：
我现在居住在长沙县泉塘街道盼

盼路山河智能第三产业园区， 不是长
沙市户口。 我听说可以在网上申请居
住证， 于是在长沙市公安局门户网站
的 “长沙市公民及车辆信息申报与服
务平台”进行了登记，但是我半个月后
查询，却一直是没有审核状态，如果要
本人亲自去派出所提交资料， 就不要
搞什么网上申请， 让我们群众瞎等 。

林先生

记者追踪：
12月7日，记者致电长沙县泉塘派

出所，工作人员回复称，网上申请居住
证需半年前在派出所登记过， 并住满
半年后才可以申领居住证， 还是请当
事人到派出所来直接办理。

然而投诉者林先生告诉记者，公
安局的门户网站上说可以在网上登
记， 说登记通过后半年可以申请居住
证，所以他才在“长沙市公民及车辆信
息申报与服务平台”上登记，但是查询
却一直是未审核。 如果需要申请人直
接到派出所办理，可以在平台上说明，

不要耽搁群众的时间。
记者又看到了另一起投诉， 当事

人蒲先生自今年5月起就在平台上申
报登记， 但是到11月底还没有审核通
过，他表示很不理解，如果需要申请人
直接去派出所登记，就应该说明，不要
误导群众。

到底长沙市公安局门户网站的
“长沙市公民及车辆信息申报与服
务平台”能不能申报登记，记者拨打
了市公安局门户网站留下的公安分
局的咨询电话才了解到， 平台可以
申报登记， 这只是给居民提供一个
申报途径， 由于公安系统的内网和
外网并不直接相联， 还需第三方将
公安系统申批过的信息转发， 有时
内网早已通过， 而外网没有及时显
示，他们也接到过这方面的投诉。工
作人员建议申报者自行到派出所查
询，比如时间满半年的早就通过，直
接可以办理居住证了。

记者认为， 网站本来是一个方便
群众办事的便捷平台， 中间的过程还
需有关部门实时跟进，及时回复群众。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网上办理政务的
后续服务须跟进

编辑同志：
沅陵县凉水井乡云丛洞村一直都

是比较贫困的村子， 村民们盼望脱贫
致富，有的想创业做点实事。可是到农
村商业银行申请小额贷款时， 被告知
全村被列为信贷黑名单， 也就是全村
任何人都别想从该行贷一分钱， 不管
是创业还是搞养殖， 哪怕是贫困户也
不行。这究竟是为什么？

卜明

记者追踪：
11月7日，记者致电沅陵县农村商

业银行凉水井支行， 该行信贷部一名

工作人员解释说， 云丛洞村的贷款余
额比例高，不少人贷款到期未还，特别
是小额信贷，都是无担保、无抵押的，
贷款无法按时收回，形成了不良贷款，
所以该支行决定暂时不向该村放贷。
如果村民实在需要贷款， 其面临的门
槛会提高， 如要求有抵押， 利率较高
等。

对此村民却说， 银行应该用更
好的机制确保贷款回收， 即使收不
回，惩戒的也应该是违约的村民，怎
能如此搞“株连”，剥夺其他村民的
权益？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信用记录岂能如此“株连”

编辑同志：
我于2016年在张家界市中天鹭鸶

湾购买了房屋，同年11月在房管局办理
了契税返还的相关手续， 当时被告知3
个月后返还。2017年4月时，我去房管局
办事，因为契税一直未到账，于是顺便
就去办公室问了一下契税何时会返还，
工作人员回答是因为前期到的款已经
全部付出去了，后期款还未到，要再等
等。但如今又过去半年了，我仍未收到
退的契税，到底怎么回事？ 一居民

记者追踪：
张家界市住建局回复称， 因机构

改革原因， 原市房管局于2017年8月
31日撤销后， 原市房管局名下的资金
账号已经冻结。2017年11月14日，经
报请市财政局批准后，已解冻125万元
原市房管局账户资金，并于2017年11
月20日办理完结453户的购房契税奖
励资金， 后续支付将由市住建局按程
序办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张家界购房契税返还拖得太久

编辑同志：
涟源市桥头河镇清塘村煤矸石砖

厂严重污染环境， 打煤机一天到晚打
煤，灰尘满天飞，噪音特大，严重污染
居民生活环境。 砖厂离居民居住房屋
50米左右，居民家里门窗都不敢开，装
砖大车子多，马路全是尘土。砖厂老板
在砖厂生产前， 承诺我们会把砖厂全
部围起来而且要装隔音板， 结果生产
起来任何隔音防尘设备都没有。 请环
保部门务必介入调查， 让砖厂还居民
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一居民

记者追踪：
投到群众投诉后， 涟源市环境保

护局到该砖厂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
并就相关情况答复如下：

涟源市桥头河镇清塘村煤矸石
砖厂于2008年通过了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2016年12月22日，因
该厂未建设废气脱硫设施， 我局于

2017年1月10日责令该厂停产整改，
该砖厂2017年8月底前安装了脱硫
设施， 桥头河镇人民政府上报保留
该砖厂，2017年9月份由市经科、环
保、安监、国土、林业、水务六部门通
过联审后，该企业恢复调试生产。11
月10日， 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该厂
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该厂存在以
下问题：贮存煤炭、煤矸石、黄土等
物料的场所未采取密闭或严密围
挡； 煤矸石破碎场未采取密闭等防
尘措施和隔音措施。

现已送达了《涟源市环境保护
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
该厂：铲车和破碎机夜间禁止作业；
于 2017年 12月 20日前完成贮存煤
炭、煤矸石、黄土等物料的场所的密
闭， 或设置围挡或有效覆盖措施防
治扬尘污染； 完成煤矸石破碎场的
密闭。 环保局将督促企业按要求完
成整改。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涟源清塘煤矸石砖厂污染严重

编辑同志：
12月3日，常宁市水口山镇湘江欧

家洲河段非法挖砂严重扰乱居民的正
常休息，从晚上挖到天亮，噪声污染严
重。此河段挖砂扰民很长一段时间了，
村民也反映了很多次， 但一直没有得
到处理，执法人员来就停，执行人员一
走又开始。请有关部门严查此事，还民
众一个安静的夜晚。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群众的投诉反馈给了常宁

市水利局，该水利局回复称，针对水口
山镇湘江欧家洲河段非法采砂情况，
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已对非
法挖沙船只进行了查处， 对非法采砂
船只进行了迁离，责令集中停靠。为防
止“执法人员来就停，执行人员一走又
开始”的猖獗现象再次发生，驻湘江河
段值守人员接下来也将加强对该河段
的夜间巡查监督力度， 同时对屡制不
止的采砂船主进行立案查处， 并加大
处罚力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常宁欧家洲河段非法挖沙扰民

编辑同志：
10月30日， 溆浦县低庄镇月塘村妇女主任

带全村的妇女到长沙送子鸟医院进行妇科检查，
全程由送子鸟医院接送，中餐包盒饭。按理说这
是一个好事，可事后情况总让人感觉中间有“猫
腻”。去检查的每个人交了160元检查费，每个检
查的人基本都说有问题，医院和妇女主任又动员
大家再加其他检查和开药，甚至劝动手术。这些
去的都是农村妇女，对妇科常识了解不多，只能
相信他们，做各项检查，再开各种药回家吃，每个
人最少的花了800元至900元，最多的几千。

我的一位亲戚被检查出HPV阳性，当时要她
再交了500元检查化验费， 还开了80元的药。但
亲戚条件不好，不想开更多的药，妇女主任在回
来以后，总是催她去长沙开药，说这个病很严重，
吓得她不敢出门， 短短半个月时间瘦了10斤。我
们随后带她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再次检
查，医生的回复是一切健康。这个妇女主任和长
沙送子鸟医院是不是在联手欺骗这些善良的农
村妇女？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进行阻止。

柏林

记者追踪：
12月初，记者致电溆浦县有关部门，低庄

镇政府调查后回复说：2017年上半年， 长沙送
子鸟医院与该镇计生部门进行衔接，并发放了
相关检查资料为妇女做一次妇产科检查，以提
高农村妇女的健康意识，预防妇科疾病。在8月
计生例会上，镇计生办向各村妇女主任简单安
排一下，但没做具体要求。10月30日，因其他
村有妇女主任组织过村里妇女前往该医院进
行妇产科检查，月塘村一些妇女知道后，要求
月塘村妇女主任带队前往长沙送子鸟医院进
行检查， 来回车辆均由长沙送子鸟医院负责，
前往检查的人员均是自愿报名，没有发现强行
现象，也没有收取其他任何费用。11月6日，又
有妇女要求妇女主任再次组织去长沙送子鸟
医院进行检查。此次妇科检查个人费用168元，
包含来回车费， 中餐费及多项妇产科检查项
目，其他不包含的项目检查费用均由村民自愿
选择和自愿消费，各检查项目价格均有医院电
子大屏幕显示，供村民们自行决定。

调查得知，在检查过程中未发现有强行推销

药品或胡乱诊治的现象，妇女所检查出来的疾病
均由其自愿购买药品或自愿治疗， 没有强制行
为，未发现长沙送子鸟医院跟月塘村妇女主任有
利益关系和拿回扣。

但低庄镇政府的回复，并没得到投诉人的认
同。如今，很多的送医下乡都以优惠甚至免费体
检的形式展开，除了医疗机构组织的，还有不少
是公益组织、志愿者服务、医学知识普及、疾病普
查等活动，都提供免费体检，这些正常的活动能
真正带给百姓福利。但此类“免费体检”泥沙俱
下，其中也不乏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忽悠百姓
前去治病的情况，车接车送、包吃包住，你以为可
以沾点小便宜， 他却在算计着从你手中大捞一
把。一些镇、村干部或不明白内情或为利益驱动，
帮着吆喝鼓动百姓参与，影响很不好。

希望有关部门将“免费体检”活动纳入监管，
不仅事前要报备，而且应全程跟踪，对于正儿八
经的免费体检， 跟踪有利于做好保障和服务，对
于心怀杂念的“免费体检”，跟踪又是一种监督，
确保百姓不被坑蒙。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我父亲的农村合作医保费到哪去了
我是武冈市马坪乡村民，2016年末，我父母

亲参加了2017年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费用由村
干部收取，并开具了收据。然而2017年，父亲身
体不适，做了个手术，走医疗报销流程时，令人意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农合医疗信息管理系统
中，查到我爸没有缴费。询问村支部书记，给出的
答复是不清楚。对我们也是电话屏蔽，不予理睬。
请相关部门给出一个解释，我父亲的医疗保险费
进了谁的口袋？ 苏文龙

·浏阳汽车西站发车管理混乱
浏阳汽车西站管理混乱，从浏阳汽车西站发

往长沙高铁南站的班车没有具体时间点，总是等

客满了才走。每次问车站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
都是要等一下，或者回复很快了，或者说要等客
满。 这对于赶着去高铁站坐高铁的旅客来说，时
间不确定，很难赶上预订的高铁。而且有的司机在
高速路上边开车边玩手机。 在12月3日下午2时20
分从浏阳汽车西站去长沙高铁南站的车上，司机
在高速路上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这简直是拿
一车旅客的生命在开玩笑，太不负责任了。

麦庭

·长沙时代倾城强卖精装房
长沙时代倾城3期（玫瑰园社区三期）12月4

日拿到预售许可证，审批价格是毛坯。但他们最
近几天做预售登记，楼盘置业顾问告知只卖精装

房，不卖毛坯房，售价是在政府批复毛坯价格上
每平方米加收1500元。 他们这种行为属于在政
府限价政策下变相加价，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雷莹

·株洲体育路商家私自占领公用停车位
株洲市芦淞区体育路公共停车位本来就少，

附近茶楼、饭店、KTV比较多，不少商家用不同
的方式将门前的空地、 公共停车位据为己用。为
了防止外人在此停车，不远处的道路公共停车泊
位上，临街的店主甚至私设地锁，或者用各种物
品占用。请相关部门出面处理下，解决附近居民
停车难的问题。

杨景

微言微语

图片说事

呼吁建议 呼吁对“免费体检”活动加强监管

澧县两农民返乡创业，3年多来，他们依法申办审批手续却处处卡壳———

办理审批为何还如此艰难
读者话题

“霸道”的
共享单车
12月20日，长沙市河西湘

江风光带橘子洲大桥以南段，
一条贴有禁止停放自行车标
识的“长沙绿道”上堆满了共
享单车。原本为人们提供出行
便利的共享单车，因为管理不
善，不仅占用步道，影响了人
们通行， 还严重影响市容市
貌。希望运营商加强共享单车
的存放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尽
快进行处理，还道于民。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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