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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父亲生前是祁阳县的一名教

师，按事业单位正常缴纳社保。他于
2015年身患绝症病逝， 当时未达到
退休年龄且生病前仍在工作岗位上。
自父亲病逝后， 我多次向父亲生前所
在学校及祁阳县社保部门咨询如何提
取父亲养老金个人账户余额， 但得到
的答复均为系统升级调整， 暂时无法
办理，只能等到系统升级完成后办理。

我的母亲没有工作，也无其他经
济来源，而且为父亲治病也花了很多
钱，家中经济很紧张。我想尽快取出
这笔钱交给我母亲维持生活，但时间
过去近3年了，仍然无法办理。系统升
级需要花费3年时间且无有效备用方
案，确实难以理解。有关部门为何不

能多替群众想想办法？ 李盼
记者追踪：

近日， 记者致电祁阳县社保部
门，一名工作人员回复说，投诉人父
亲的情况由于正处在改革新老政策
交替期，如何执行新的标准和政策该
县尚未出台细则，新的系统也暂未启
用，退多退少都不好操作。问及何时
可以办理，对方也答不出具体日期。

群众认为，政策调整本是一件正
常的事，但对于这么一件涉及到民生
利益的具体事务，有关部门没有任何
临时备用方案，就这么让亟须办事的
群众傻等，也太不负责任了。呼吁祁
阳县有关部门能出台方案，及时为民
排忧解难。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最近，株洲市荷塘区政府通过学

校老师强推区政府的微信公众号，要
老师令家长转发，如此做法，增加了
大家的负担， 影响老师和家长交流
不是便民是扰民，令人反感。

一家长

记者追踪：
1月31日，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

就此回复说， 收到家长的不满反映
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人员对区教育局有关工作开展进行
督查核实。经调查，“在荷塘”是区委
宣传部主办的微信公众号，荷塘区大
力推进微信网络覆盖，将微信作为了
解民情收集民意的重要工具，打通联
系群众有效渠道，构建“马上就办”新
平台，居民的诉求不需出门就能得到
解决。区教育部门立足“大教育观”，
打破学校围墙界限，充分利用“在荷
塘” 微信公众号文章作为教育资源，
及时将党的思想、国家政策、区域动
态、文化知识、文明道德正能量、先进

的育人理念等传达给师生和家长。通
过在微信群里与家长的密切交流，不
仅推送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传播了正
能量，也广泛收集了家长意见，及时
了解学生和家长的状态，交流更为及
时、畅通，互动性更强，为学校其他工
作的正常开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区教
育部门从未采取行政命令或强制手
段，要求老师令家长必须转发。作为
家校共育的优质资源，班主任会发在
班级群建议家长阅读。家长可自愿阅
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转发。

据了解，“在荷塘”微信公众号
及时发布医疗就诊、 教育动态、公
益服务、政策新规等民众关心的信
息，通过微信，群众可以方便快捷
地获取资讯， 不仅丰富了见识、拓
宽了眼界， 还解决办事时求人、费
时、跑路的麻烦。这样一个好的媒
介为何会在推送中让家长反感？其
实，有关部门需要更好地注重宣传
方式，讲究宣传艺术，这样才能达
到宣传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慈利县农村的居民，现在一

大批乡村优秀乡村教师招考进城，教
育部门考虑过农村娃的感受吗?优秀
的教学资源都涌进县城，现在农村还
有大批的生源，乡下的教育教学质量
又该如何保证呢？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该情况反馈给了慈利县

教育局，该局回复称，县教育局非常
重视全县教育资源的综合配置，对于
城乡师资的配置， 有严格的规定：一

是当年招聘、特岗、免费师范生等新
进教师都安排到乡镇薄弱学校任教。
二是每年城区学校选聘教师数不得
超过当年新进教师数的三分之一。
2017年，全县教育系统共新进教师231
人，城区选聘教师48人，占当年新进教
师数的21%。目前，全县农村学校教育
水平不错，据统计，2017年张家界市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慈利县共有16
所学校位居全市前20名，其中，三合口
中学居全市第一名， 杨柳铺中学和江
垭中学分别居全市第三、四名。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2017年11月初， 我开始办理两件

事：给我儿子上户口，将我老婆户口迁
入我所在地华容县护城乡治湖村七
组。 没想到这两件事情前前后后我的
家人跑了两个多月还没办好。 好不容
易将材料于12月14号重新交到华容县
护城乡派出所， 户籍科工作人员竟然
告知还要等两三个星期， 具体什么时
间办好还是未知数。 同一个省份户口
迁入真有那么难吗？

晓明

记者追踪：
近日， 记者致电华容县护城乡派

出所户籍科， 工作人员答复说，投
诉人办事前期跑了很久，是因为他
自己提供的上户资料不齐全。至于
材料提供后还要等待，是因为上户
最终都要将材料提交给县公安局
有关部门办理，全县办理的业务量
有多有少，无法确定准确的办理时
间。

群众不理解，上户并非难事，如
今在公安部门办理身份证、护照等许
多业务都可以明确告知办好时间，华
容上户何时能办好为何就没个准信？
老百姓只能一天天等，一次又一次打
听吗？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湘乡市毛田镇卫生院前50米处有

一私立屠宰场，开业近3年来，猪尿粪及
猪毛等污染物均没作任何处理直接向
外排，严重污染了地下水，使附近居民
的多口水井严重污染。同时空气污染也
十分严重，臭气熏天。而且半夜(凌晨3
时多)开始杀猪，噪声如雷，严重影响当
地居民的生活，虽多次与老板沟通都无
济于事，多次向毛田镇政府反映也石沉
大海。 盼望上级部门取缔害人的屠宰
场，还我们正常的生活。 一居民

记者追踪：
2月1日，湘乡市环境保护局就

此回复说，此投诉已引起了该局的
高度重视。1月31日下午，该局执法
人员会同湘乡市畜牧水产局工作
人员及毛田镇环保办负责人、屠宰
点所在社区书记进行了实地调查。
经查， 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
实。 基于该屠宰点未依法取得环
保、畜牧等职能部门的相关行政许
可的违法事实，该局已责令经营业
主即日起停止排放污染物，接受环
保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 要求毛田镇
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日常监管，涉
及非法屠宰的问题应由畜牧主管
部门负责监管或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们是一群身残志坚的残疾

人创业群体， 自2017年4月组织成
立以来， 在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下，
成功组建了沅江市向党花卉专业
种植合作社基地（沅江市三眼塘镇
河渡桥村）， 基地在各位爱心人士
的支持和鼓励下， 完成了4个大棚
的建设规模，引进了目前比较受人
喜爱的多肉植物和三角梅、欧月等
各类品种花卉种苗。 经过近1年的
建设和引种， 基地正走向成功之
际，天有不测风云，年初的一场大
雪把我们用18万多血汗钱集中辛
苦建立的大棚压垮了其中3个，导

致直接损失10万多元，间接损失近
40多万元。我们都是身体有各种残
疾的人，有聋哑人、肢残人，投入的
资金都是借贷而来，还有一些爱心
人士的捐助，此次雪灾对于我们而
言几乎是灭顶之灾。我们跑了沅江
市的10多个部门单位，希望得到救
助，然而都说无能为力！希望有关
部门和社会各界能给我们雪中送
炭，帮助我们继续走上自强自立之
路。

向党花卉专业种植合作社

记者追踪：
近日，此读者呼吁得到了沅

江市残疾人联合会高度重视，该
部门立即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并
回复《湖南日报》说：以蔡克良牵
头组织残疾人创业的精神令人
感动，花卉基地大棚受冰灾垮塌
值得同情和慰问，沅江市残疾人
联合会党组对此事高度重视，并
于近期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与
慰问：在2018年创业扶持项目中
给予扶持； 给予适当的春节慰
问；希望合作社全力救灾，重新
振作，也希望取得相关的救灾赈
灾、民政、农业等主管部门的支
持与帮助。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衡东县大浦镇新民村一农

民，去年10月20日，我12岁的儿子小
宇突发脑动脉瘤血管破裂，急送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抢救，现手术
成功。入院治疗近二个月 ，现已花费
二十几万元 。 小宇在入读衡东县第
五中学的时候 ， 由学校统一购买了
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推荐的40元钱
学平险。我找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没
想到保险公司推脱责任 ，拒绝理赔 。
衡东县第五中学也坐视不理 ， 一个
平常农村家庭 ， 要怎么应对如此的
情况？

李常青

记者追踪：
1月31日， 中国人寿衡东

支公司回复说，学生保险本是
一款费率优惠型保险，40元
保费包括了20元意外伤害、
意外医疗，10元交通出行意
外保险，其中10元大病保险。
由学生自愿投保。 该生发病
后， 中国人寿没有推卸责任，
该学生所发生病因，按照条款
规定：1.要进行开颅手术，2.或
出院后， 经过180天等待期，
进行司法鉴定，是否达到重疾
理赔要求。可是客户上述两条
都未达到要求，但客户要求理

赔，最后县公司报上级公司审批，
暂未达到条款给付要求， 所以暂
时作出了拒付通知书， 要求过了
条款规定等待期进行司法鉴定后
再给予申请理赔。

人们抱怨投保容易理赔难，有
时更多的是保险公司服务不到位，
投诉人对相关政策不理解。其实减
少误会和投诉，保险公司和学校应
该给出险学生提供更多的人性化
关怀，每所学校都有对口负责的保
险公司业务员，完全可以提前介入
做好如何理赔的宣传和服务，真正
为出险家庭提供优质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希望政府能新建集市
我们是新邵县迎光乡的群众， 迎光水

东集市位于新邵迎光乡老乡政府的十字路
口，由于没有专门的集市交易点，每逢集市
3日、8日，邻近两个县的村民把这里作为购
物交易的集中地，这里面积狭窄，又是通往
邵阳、新化的交通要道，每逢赶集，商店摊
位云集于此，热闹非凡，但也给交通带来严
重的阻塞。尤其是到年关，更是拥堵不堪，
交通出行很不方便。 当地政府应该在附近
择地建一个专门的农村乡镇集贸市场，方
便当地的居民。 肖时友

·蜂窝煤厂污染环境
位于澧县澧澹办事处的大石桥蜂窝

煤厂煤尘污染厉害， 对周边居民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窗户一年四季不敢
开，也避免不了煤灰的无孔不入，家里的
家具生活用品也时时布满煤灰， 菜地里
的菜连菜心都是煤灰。 这个厂在居民区
建厂经营已经近十年了， 希望有关部门
管管。 一读者

·移动宽带坏了久不维修
我住在临湘下面的一个镇上，湖南移

动宽带新装不久就坏了，从2017年12月一
直到今年2月期间工人一直没有维修，期
间有两次镇上工人来了说他们修不了，但
是会上报到市公司让临湘的工人来修，但
是历时两个月一直没有市里工人来维修，
打电话给10086人工客服投诉总是说帮你
再下一个维修单，然后两天内让我在家等
师傅的消息，师傅两天没来我再打，又说
再给我下个维修单让我继续等，但是一直
没工人来。几个月来一直没有维修也没有
补偿我的损失。湖南移动公司处理故障的
速度太慢了。 李雪晴

读者话题

市民对长株潭城际铁路的期盼 病逝者养老金
个人账户3年无法取出

推广微信公众号应注意方法

优秀乡村教师招考进城
影响农村教学

社情民意微言微语
上个户口跑了两个多月

屠宰场非法经营3年无人管

学生突发重病盼望保险依法理赔

呼吁建议 沅江创业残疾人受灾盼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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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乘坐舒适，服务有待改进

市民的意见已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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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傅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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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带着乘客的希望和疑问， 记者先后采访了管
理方长沙火车站和建设方湖南省城际铁路有限公
司。

长沙火车站党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火
车站只是代为管理和提供服务， 按高铁的要求
服务和发车， 乘客也要按照高铁的管理提前进
站候车， 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能像地铁一样
随时可以进站候车， 所有的车次都可以在铁路
12306的官网上输入站名即可买票。至于开福寺
站客服引导牌上出现的问题， 她将马上进行调
查了解。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物资设备处的负责
人向阳介绍说，他们负责建设和经营“3+5”城市
群城铁项目。 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后，他们也广

泛听取了市民的意见， 也将会在快捷和舒适度
上尽量地地满足乘客的要求。 乘客提出的发车
间距问题， 由于目前只有8组车辆，7组来回跑，
一组备用，现在已经在向车辆生产厂家订4节一
组的车厢，到时就会增加发车密度；乘客提出来
的有优惠的月票或年票，现在也在协调之中；长
株潭一卡通在实名制的基础上将来也会考虑。

对于一些长沙市民提出， 长沙市民对地铁
的需求大，城铁长沙段大段在地下，且与地铁互
通，能否先单独在长沙区域像地铁一样运营。 向
阳告诉记者，基于规划设计的要求，城际铁路不
是也不可能转变为市内的地铁， 广大乘客也要
转变对城际铁路的认识。 目前客流量还没有上
来，是因为市民有个适应过程，市场也有一个培

育期， 加之长株潭本来交通就很便
利， 城际的优势不明显。 随着常

德、益阳线路的建设，以后城
际铁路城市间的优势

就会充分体现
出来。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田燕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站以南段
2016年12月建成通车，2017年底全线
开通，是我省第一条城际铁路，是长株
潭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不仅承担3市
城际间的客流，还兼顾了3个城市内的
客流。 一年多来， 市民对此赞誉声不
少，但抱怨、质疑声也不断。 近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 � � � 1月31日， 记者8： 30来到
长沙市开福寺站， 准备在此搭
乘城际铁路去湘潭。 开福寺站
是一个可以在站内实现与地铁
换乘的城际铁路站。 但是在该
站城铁购票处的客服引导牌上
只显示11： 02有开往湘潭的城
铁， 可记者早从网上查到，8： 58
和10： 09都有开往湘潭的车。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通过窗
口询问， 记者购买了从开福寺
站到湘潭站8：58的城铁车票。

提前10分钟，记者进了站，
在站台上候车的乘客大约有二
十几个人。检票时间到了，乘客
们却发现检票口出了问题，无
法通过， 幸好来了一位工作人
员，引导大家从一旁免检入站。

8： 58，城铁C6916次准点
发出。记者把8节车厢全部走了

一遍， 发现中间几节车厢每个
车厢大约有10个人左右， 前后
两节车厢只有几个人。 整趟列
车不到100人。车厢宽敞，乘坐
舒适，外面白雪皑皑，车内温暖
如春，车行平稳，噪声很小，也
没有各种叫卖声， 整个车程十
分宁静。9： 53到达湘潭， 记者
真有点恋恋不舍。

出了湘潭火车站， 记者立
马赶到售票厅想买回长沙的
票， 但10： 10分发车的列车已
经停止售票， 只能乘坐11： 30
的返程了。 如果我们能像坐地
铁一样执卡直接上车， 就不会
等这么久了。

在候车时， 一位青年男子
告诉记者，城际铁路开通后，他
每周从长沙至湘潭要往返三四
次，之所以特别青睐坐城铁，是

因为城铁准点，不堵车，他希望
能针对他们这种每个月多次乘
坐的乘客推出月卡或是季卡的
优惠套票。 还希望车上在夏季
时能供应饮用水。

第二天， 记者又在上午乘
坐了开福寺到尖山站的城铁，
像高铁一样， 从网上购票后可
以刷身份证直接进站上车。短
短5分钟，记者便从河东到了河
西。

城际铁路乘客如此少，是
不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呢？记
者特意电话询问了几个经常在
这些路段跑的朋友， 他们普遍
反映，城铁目前车次太少，又不
能车到随时上，票价也无优势，
他们目前还是习惯其它的交通
方式，如果能像公交一样方便，
他们肯定愿意坐城铁。

� � � �乘坐舒适、快捷、准点。 这是市民对
城际铁路的一致好评。 城际铁路开通
后，乘坐的市民无不感到城市之间的距
离大大缩短了，带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
全新感觉。

市民提出来的问题也不少，记者通
过读者网友发来的意见和采访乘车市
民，发现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车次太少，发车频率太低。 记者在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上查到，
从长沙到湘潭， 每天17对列车对开，平
均约一个小时一趟，有的时段甚至一个
半小时才开行一趟车。 特别是对于想能
早点赶去办事的人群来说，如果错过了
9： 08的车，就要等到10： 9了。 而下班
族想要回湘潭， 如果错过了18： 38的
车，就要等到19： 29。 为什么不多开一
些车次呢， 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期？
市民们纷纷质疑。

车票价格不便宜。 从长沙到湘潭，
城际的票价为25元， 而高铁为12元，汽
车在25元左右，相比之下，城际在价格
上没有什么优势。 市民们希望城际的票
价能低些，学生票，月票、季票、年票还
能享受一定的优惠。

购票不够方便。 市民们希望城际铁
路能参照地铁运营模式，与三市公交卡
系统联网，乘客可刷卡上下车，无需通
过网络、窗口和售票机排队办理购票手
续。

叫好不叫座， 长株潭城际开通以
来， 一直就面临着这种尴尬的局面，也
一直遭受着广大市民的各种议论。

长株潭城际铁路表现出来的问题，
也引起了今年省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
员的关注，她调研了很多湘潭市民的意
见，希望能实行长株潭城际铁路公交化
运营，“老百姓坐城铁如果能像坐公交
车那样方便，那就太棒了”。

乘客：希望城铁能公交化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