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通过了衡阳县2017年招聘教师的

考试， 在2017年9月11日前往相应学校报
到，正式上岗上课，至今已工作近3个月，但
工资卡及工资发放却毫无动静， 这对靠工
资吃饭的老师们来说， 没有工资该如何生
活？教育局、人社局的工作效率在哪里？

一教师

记者追踪：
记者从衡阳县教育局了解到：2017

年的教师招聘衡阳县教育局正按招聘
章程办理。招聘教师的编制手续已报县
编办， 县编办也及时报给了衡阳市编
办。 现在市编办没有对该事进行批复，
经过衔接还需一段时间。 所以，2017年
招聘教师的工资手续、“五险一金”手续
现在还不能办理。一旦编制手续审批好
后，县教育局将随即与县人社局、县财
政局衔接， 办理工资和“五险一金”手
续，并予以补发。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宁乡市大屯营乡三仙坳村 六 组 谢

家湾成某家由于喂猪过多 ，没有建化粪
池 ，猪屎尿水直接排放 ，已严重污染水
跟环境 ，臭味难闻 ，田里农作物也受到
影响 ， 附近居民的井水受到严重污染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污染只会更加严重 。
向村干部也反映过情况 ，环保局也派人
下来了解此事 ，养猪户只是口头答应不
再养这么多猪 ， 但是后来并没有减少 。
污染还在继续 ，谁来管一管 ？

一村民

记者追踪：
宁乡市大屯营镇政府对此回复： 大屯

营镇三仙坳村谢家湾组成某家养猪30多
头，因未对养殖污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造
成污水外流，影响了环境卫生。大屯营镇畜
牧站、环保站于2017年12月7日、13日两次
上门督促整改。 成某对污染现场进行了清
洗，并且增设两个化粪池，现已开挖。同时
在排水沟渠埋设PVC管，避免污水外泄。大
屯营镇将加强督促指导， 帮助成某完善环
保措施。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教师上岗3月还领不到工资

养猪污染环境谁来管

呼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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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溆浦县双井镇彩花村规定： 全村要按

人口交纳卫生费， 并将交卫生费和购买医
保捆绑在一起。因我家全家常年在外务工，
我与村里负责人商量，能否不交卫生费（因
为我家并没有产生垃圾），直接购买农合医
保。 但对方竟然一口拒绝说 :“不交卫生费
就不能买医保，政府就这样规定的，到哪里
去讲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怕你到处去说。”
这个政策真是国家规定的吗？ 肖民

记者追踪：
2017年12月26日，溆浦县双井镇政府

调查后回复说，为加强新农村建设，彩花村
采取村民自治的原则管理村内环境卫生，
村里为此专门聘请两辆三轮车收集垃圾，
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 这项支出每
年达5万元， 而彩花村没有村集体收入。要
搞好村里的环境卫生， 为村民营造舒适的

生活环境，这笔开支也只有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镇政府认为彩花村的每一个村民，都
应遵守村规民约，理解、支持村里的环境卫
生工作， 为乡里乡亲和自己营造一个温馨
舒适的美丽家园。 至于村民反映的不交卫
生费就不准购买医保的做法， 是没有政策
依据的，村里也否认有此行为。

对此回复，投诉人说，村里的确是把交
卫生费与购买医保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他
还认为，搞好村里的环境卫生是件好事，但
如何收费应该制订更合理的标准， 对于那
些全家长年在外的村民是不是应该适当减
少收费，这样才能让每个村民真心支持，特
别是拿不让购买医保来捆绑收费更是让人
反感。他希望彩花村的卫生费收取更合理，
更呼吁农村医保的缴费像城镇居民医保一
样早日实行百姓自行投保， 这样更能从制
度上确保村民享受医保的权益。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株洲石峰区响石岭步行街的管理十分

混乱， 步行街智能物业公司形同虚设且严
重破坏正常经营秩序， 到处都是外来人员
摆摊设点，物业公司私自收租赁费，整个一
条街已是一个菜市场，连岗亭也变成商铺，
步行街已非常混乱。 步行街经营业主多次
投诉到城管大队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城管、
街道办都没有长效管理， 这种乱象已持续
了一年多。 智能物业把步行街作为自己的
出租场所，私自收租赁费，导致摊贩越来越
多。 城管大队对乱摆摊设点和搭建的临时
商铺没处理到位。希望主管部门实地调查，
坚决取缔各种乱摆摊乱搭建现象， 还一个
正常经营秩序的步行街。

一居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居民的投诉反馈给了株洲市石

峰区城管执法局，该局回复称，在区城管执
法局物业办组织的全区物业公司每月考核
中，智能物业连续多月排名倒数，特别是在
2017年8月至11月的物业考核反馈中，指
出步行街物业公司的问题， 同时发布在石

峰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全区通报批评，并
且已向株洲市物业管理处进行报告， 申请
对智能物业进行处罚并督促整改。

针对步行街门店占道经营乱象，区
城管大队与街道城管办进行多次联合执
法，自2017年12月中旬，对109家店铺及
40余户住户业主逐户发放《致步行街商
户的一封信》， 对屡教不改的商铺下达
《限期整改通知书》，进行持续整治。下一
步， 将联合响石岭街道重点做好出店经
营等乱象的专项治理，加大管理力度，使
整治工作常态化。

步行街产权系步行街全体业主所有，
智能物业公司系业主大会委托业主委员会
聘请，鉴于目前步行街物业管理现状，若步
行街全体业主不满意现有物业公司的服
务，可根据《株洲市物业管理办法》“业主大
会决定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授权业主
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 变更或终止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建议步行街全体业主
召开业主大会， 对物业管理有关事项上会
表决，共同规范步行街管理，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家住沅江市阳罗镇大中村， 地处洞

庭鱼米之乡的腹地， 我家有农业人口4人，
水稻种植面积10亩 ， 家里人纯靠种田为
生， 家中有耕田水牛一头， 稻田开垦就靠
它。我还承包了村里很多稻田的开垦，赚取
微薄收入以养家糊口。

近日接镇畜牧站通知， 为预防湖区血
吸虫病， 要求各家养殖的水牛必须自行宰
杀，违者由政府强行没收。防治血吸虫就一
定要禁养水牛吗？在规模种植、现代化农业
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 小农业户的稻田拿
什么开垦，出路在哪里？希望有关部门多多
考虑。 一村民

记者追踪：
2017年12月28日，记者从沅江市阳罗

镇畜牧站了解到， 淘汰耕牛是由血防部门
主导的，畜牧站只是配合工作。记者拨通了
沅江市卫计局血防股的电话， 该股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血吸虫病的防治中，牛、羊是

最大的传染源，为了达到2020年血吸虫病
传播阻断标准，根据上级部署，对农户家养
的牛、羊实行淘汰。 根据《湖南省消除血吸
虫病规划（2016-2025年）》及其实施方案，
到2020年底， 全省41个血吸虫病疫区县
（市、区、场）中，26个已达到血吸虫病传播
控制标准的疫区县（市、区、场），达到血吸
虫病传播阻断标准；15个已达到血吸虫病
传播阻断标准的疫区县（市、区、场），达到
血吸虫病消除标准。 到2025年底，全省所
有血吸虫病疫区县（市、区、场）达到血吸虫
病消除标准。在这一规定中，对家畜传染源
管理中明确规定。 推进农业耕作机械化，修
建机耕道等配套设施，逐步淘汰耕牛或以机
械代牛；在暂未淘汰耕牛的流行区推行家畜
集中圈养；发展替代养殖业，减少易感动物
饲养量，巩固淘汰耕牛成果。 全县以机代牛
已推行多年，现有1万多头牛要淘汰，对淘汰
了牛、羊的农户有相应补助，牛羊肉归自己，
牛补贴1200元/头，羊补贴200元/头。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 � � �·金星村何时建好通讯基站
2015年9月，响应扶贫政策，溆浦县九溪江乡

政府联合移动公司在九溪江乡金星村建立通讯基
站。2015年底选址，线路、需要放机器的房屋全部建
好，但至今移动公司却以没有设备为由一直没有通
网络。村里有300多人，目前在家的基本为老人及留
守儿童，如遇突发事件恐无法与外界联系。 希望有
关部门帮忙解决，希望家里人有需要能正常联系得
上，我们在外面工作也放心。 一村民

·自来水交费一年多没有接通
武冈高沙镇红鹅村八组的村民为了喝上安全

环保的自来水，2016年每户就交了安装自来水的
费用1500元。但到2017年12月底，还未通水。因为
八组河水污染严重，村民喝水难，又无法打水井。
请求有关部门来村里查看实情， 解决老百姓喝水
难的实际困难。 一村民

·石膏矿严重污染环境
临澧县佘市镇歇驾村牛山精华特种石膏矿，

位于青龙组，常年破碎石膏，扬尘随风飞舞，污染
触目惊心。 机械设备噪声响彻云霄，每天早上6时
至深夜甚至凌晨，严重扰民。运输车辆常年超高超
限， 矿区至村口路面掉落矿石若干， 安全隐患严
重，车辆经过路面扬尘非常严重。 多次投诉无果，
望有关部门重视。 刘先生

村民购买医保
被强搭卫生费

株洲响石岭步行街管理混乱

血吸虫防治一定要宰杀耕牛吗

� � � � 政府出台文件和规定是一件严肃而慎重的事，令出必行，令行
禁止。但不久前新化县人民政府颁布的一个文件中，有一项事关千
家万户的重要规定，因不符合实际，至今仍如同一纸空文，没有实施，
也难以实施，还引起群众的非议———

“摆设文件”伤了谁

微言微语

永顺首车镇
盼望正常用上自来水

图片说事

� � � � 1月9日20时30分许，长沙市开福区黄兴北路，一辆白色小车由南往北行驶途中，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导
致车辆撞倒护栏冲向人行道，车辆受损并造成一名市民受伤。交警提醒驾驶员一定不要疲劳驾驶。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疲劳驾驶
酿祸端

编辑同志：
永顺县首车镇不知何故自来水一直不能正常供应。 从2017年以来

一直是白天几乎没有供水，晚上运气好会来一会儿，有时候白天和晚上
都没有供水，反映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最基本的供水问题不解决，镇
上的百姓生活怎么保障？特别是镇中学有那么多学生，经常停水，正常的
教学受到严重影响。政府为何不能主动想办法解决问题？ 魏民

记者追踪：
近日，永顺县首车镇政府调查后回复称：首车镇自来水水源供水量

严重不足，全镇三千余人日常用水量300方，而供水量只有120方左右，
供不应求，只能每天按早、晚各2小时限时供水。首车镇初级中学地处首
车镇最高处，在供水紧张的情况下，地势较低的用户争抢用水后，地势较
高的用户用水更加困难。

首车镇政府非常重视首车初级中学供水问
题。在没有充足水源情况下，派送水车专程给学校
送水改善临时现状。 镇政府已向县水利部门反映
相关情况， 计划在首车镇建一个标准化的自来水
厂，从根本上解决用水问题。

人们呼吁上级部门能急民所急， 早日兴建自
来水厂，保障百姓用水。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建房， 是农民安居乐业的大事。2017年9
月4日，新化县人民政府以新政办发【2017】37
号文件，印发了《新化县加强农村建房管理实
施办法》。《办法》第八条规定：农房设计要符
合抗震设计要求， 施工图纸必须由有资质
的设计单位或注册建筑师、 注册结构师设
计完成，所有建房必须签订施工合同，图纸
和施工合同必须交乡镇城建办备案。 这项
规定让广大农村建房者难以理解， 也无法
接受。在记者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也表示
此规定难以执行。

规定将会增加农民的负担
该县一位群众就此向记者投诉说， 出台

政策规范农村建房本是件好事， 农户建房由
有资质单位或专业人员施工设计的确有它的
好处，政府可以鼓励、推介、引导。但在国家目
前没作这样的硬性规定前， 县政府就作这样
的硬性规定，根本没有考虑农村实际，它的实
施只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甚至很可能使老

百姓因一张设计图纸而返贫。
投诉者算了一笔账：一般设计公司的收

费价格大约是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至
800元不等来收取费用的，目前在农村，建房
占地百多平方米，上下两层楼是最普遍的建
房模式，这样一来，给农户最少增加了3万元
以上的建房费用， 大大增加了建房成本。因

此，请专门的机构或专人设计施工图纸，对于一
般农户特别是一些贫困户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
去做的事。

投诉者希望政府出台文件或规定要多做调
研，切合实际，更人性化考虑。

镇政府：没有执行，也执行不了
农户建房必须先有资质单位或专业人员的

施工设计， 这项新的规定在新化县实施的情况
到底如何？2017年12月27日， 记者就此来到距
县城约二三十公里的炉观镇做调查， 该镇分管
城建的一位姓杨的负责同志及镇里的几个工作
人员一道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们告诉记者，目前农村建房确实有点乱，
占用农田或选址危险的现象也有存在。 作为一
级政府，对新建房屋进行整体的规划，节约了用
地，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有助于人与人的
和谐相处，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模式，是值
得向广大农户宣传和推介的， 也是政府在农村
建房工作中的重点。可是，要求单个农户对所建
房屋进行规范设计，这完全没有必要，根本不现
实，也无法实施。

农村房屋建设因各人的资金状况、 土地面
积大小、喜好等都不一样，建起来的房屋各有风
格，无论是设计院的图纸，还是政府部门提供的
标准建设图样， 都不一定就比老百姓自己的规
划更实用、更合理。如果政府搞强制执行，这无
疑是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只会招致老百姓的
不满。特别对于贫困户来说，这更是不可能做到
的事。该镇有8800多名贫困户，现仍有一些贫
困户的房屋是危房，对他们来说，即使是建个简
单的房子都是件愁事， 资金还要靠政府帮他们

想办法， 哪来钱搞什么规范的施工设计？因
此，目前镇里对这项新的建房规定没有执行，
也执行不了。

炉观镇没有在执行此文件上为难建房农
民， 但并不等于所有的乡镇都为建房农民开
绿灯， 一些设计单位或个人更是可以从中嗅
到商机。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干部和老百姓
都对此新规表示不可理解。

新规出台竟然是为了有关
部门规避责任

记者查阅了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加
强农村建房管理的通知》（湘政办发【2016】
81号), 对于农村建房设计是这样规定的：允
许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师个人从事村民住
宅设计并对设计负责。为什么新化县却用“必
须”两字来作硬性规定呢？记者采访了文件的
起草单位———新化县住建局。

该局建管股一位姓彭的股长拿出一本
《娄底市农村住房设计通用图案》的书告诉记
者，要求农民花钱进行规范设计确实操作起
来有难度，为此，他们将此书下发到具体负责
农户建房的各个乡镇，各农户可以免费参照
里面的图纸建房。

彭股长解释说，2016年， 该县曾出现了
一个农村建房的安全事故，住建部门被追责。
为了保证农村建房安全，他们就出台了这么
个强制文件。虽然现实中可能行不通，且有了
图纸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建房质量，但他们做
了这样的规定，如果不按规定办，出了事故就
不是住建部门的责任了。总之，他们的出发点
是好的，更不存在利益输送。

出台一个强制文件就规避了责任吗？投诉
者认为，职能部门真要抓好安全建设，不如把
服务工作做强做细，比如平时对施工人员多进
行免费的业务培训，在农户报建时，对施工要
点进行指导和把关等等。出台文件规定不从实
际出发，注定会增加农民的负担，出台的政策
如果无法执行，更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