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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120”是国家规定的医疗急救
电话，这已妇孺皆知，它的设置是为
了让医护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抵达事
发现场，准确、合理、快速地对急症
伤病员实施急救。但令人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我省不少市、县（市）依然
未建立统一的“120” 急救指挥中
心，“120” 急救号码仅为某一家医
院使用，其他医院无序竞争，这种状
态不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还
使一些需要急救的伤病员不能得到
及时、就近的救治，严重影响“120”
发挥应有的作用。

急救号码混乱 市民
无所适从

近日， 醴陵市多名政协委员向
媒体反映说， 醴陵市共有各级各类
卫生医疗机构718个， 其中省级医
院1个， 县与乡镇医疗卫生机构49
个，村卫生室571个，民营医院及私
人诊所97个。由于该市没有统一的
120急救指挥中心，急救号码混乱，
医院各自为政。市中医院是“120”，
湘东医院急救电话是“23999”，市
妇幼及一些民营医院也都有自己的
急救电话。

这种无人统一调度的状况给紧
急救护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年前，
该市白兔潭镇发生一起摩托车侧
翻事故，伤者因外伤流血不止，人
们拨打“120”求救，可该市“120”

接电话的是市中医院， 市中医院
接诊后在路况较好的条件下至少
30分钟才能到达事故现场， 伤病
员除了苦等别无他法。其实，白兔
潭医院就在几公里外， 完全可以
早点实施急救， 但由于在场人员
没人知道该院的急救电话， 结果
耽误了伤员的救治时间。

另外， 作为一个人口百万以上
的县级市，城区面积小，而各乡镇辐
射面积大，大部分市民在突遇紧急
事故时， 通常会不知所措同时拨
打“23999”和“120”等急救电话，
而各医院之间目前缺乏必要的协
调机制， 往往同一事件两家甚至
多家医院同时出诊， 造成医疗资
源严重浪费。

一名政协委员告诉记者， 他和
一些来自不同医院的政协委员曾多
次向政府建议在该市成立统一的
“120”急救指挥中心，规范院前急
救模式，但不知何故，现状一直没有
改观 。

“救命线 ”的背后有
利益驱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年2月1日起施行的《院前医疗
急救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将院前医疗
急救网络纳入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
划，按照就近、安全、迅速、有效的原
则设立，统一规划、统一设置、统一
管理。急救中心(站)设置“120”呼叫

受理系统和指挥中心， 其他单位和
个人不得设置“120”呼叫号码或者
其他任何形式的院前医疗急救呼叫
电话。

醴陵市为何没有行动？ 该市卫
计局一名负责人对此不愿多谈，只
说是有历史遗留原因， 解决起来不
容易。如何整合，还在调研中。对此，
一名政协委员却一针见血地说，主
要是因为湘东医院是省级医院，中
医院是地方医院，市卫计局是“不想
肥水落入外人田”。

醴陵市中医院一名负责人告诉
记者，“120”急救电话是2003年设
在该院的， 该院付出了大量的人
力、财力，致力于提高急救水平，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在醴陵
市拨“120”就是选择中医院。这名
负责人也承认， 在社会急救医疗
市场化的今天， 中医院确实占了
先机， 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急救
电话， 就意味着拥有固定的病人
客户源。但“120”就像中医院养大
的孩子，要与人共享，确实心里有些
舍不得。

记者参观了市中医院的“120”
急救指挥中心， 该中心集呼救、通
信、指挥、调度、信息为一体，电子地
图上可以精准地定位病人呼救的地
点， 救护车行驶的路线以及随时视
频救护车里状况，这些先进的、高科
技的设施大大加速了该院急救反应
能力，能方便、快速、有效、系统救治
患者。据了解，去年政府也在此投资
了200多万元。令人遗憾的是，这么

先进的急救指挥中心， 却只为一家
医院所用。

让 “120”真正成为急
救患者连接医院的“救命线”

记者从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了解到，我省目前不少市、县（市）
都尚未建立统一的急救指挥中心，
导致院前急救问题重重。 这不仅仅
是给医疗资源带来巨大浪费， 更重
要的是，各家医院为了自身利益，不
管急救路程（急救半径）的远近，所
患何疾， 皆把急救病人送往自己所
属医院，无法保障病人生命安全。即
使在省会长沙，“120” 急救暂时也
没有做到统一调度，科学急救。如果
居民在河西打“120”，就是湘雅三
医院出车急救。 一旦碰上急救病人
多，救护车安排不过来的情况，也没
有统一的指挥中心随时调度别的医
院参与，伤病员只能苦苦等待，很容
易耽误救治。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一位负责同志说，其实，目前各
地建立统一的“120” 急救指挥中
心， 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资金上都不
成问题， 他们也就此问题多次提出
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有
关地方和部门的重视。

建立完善科学的急救指挥中
心，不但可以做好院前急救，还能满
足人们转诊、转运的需求，破解“天
价救护车”、“黑救护车” 的困局。只
有这样，“120” 才能真正成为急症
患者连接医院的“救命线”。

编辑同志：
我和妻子两人都是单位缴的省

直住房公积金， 现在想在老家邵东
买房，好不容易凑够了首付。但我们
去邵阳市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贷款
时，对方却告诉我们，要找本地缴存
了六个月公积金以上的在职在岗人
员作担保人， 担保人必须在我还贷
的这二十年内不能使用公积金贷
款，不能取公积金余额，用其房担保
还不行。试想在这种苛刻条件下，谁
会帮你担保？ 可怜像我这种在外地
上班想回来安家的人， 只能去搞商
业贷款，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科学决策， 出台一些便
民、惠民的政策。 吴雨

记者追踪：
近日，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办公室回复说：在全国住房公
积金异地贷款一些配套措施还没
有完善的情况下，2015年， 该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和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积极作为，让外地游子
能在家乡购房贷款，特出台了由当
地缴存人作为贷款担保这一简便
政策，政策出台后，受到了许多异
地购房者的欢迎。由于全国住房公
积金行业暂未建立全国统一共享
的业务信息系统，购房地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机构无法准确及时地掌
握借款人的缴存情况、诚信情况以
及工作变动情况，购房地住房公积

金管理机构根本无从日常监控，如
果一旦发生贷款风险，住房公积金
管理机构没有相关配套的人力、物
力和执法的权力防范化解风险，无
法实施异地追回贷款。为进一步防
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的风险性，
中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有
关政策和加强服务工作的操作细
则的补充意见》规定，异地购房贷
款者须提供一名本市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作保证。

今年，该中心深入开展“制度
建设和制度执行年”活动，从严格
执行上级要求和政策规定出发，从
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利益的角
度出发，对中心现有贷款规范性文

件和群众反映情况和需求进行了
认真梳理，进一步完善。根据湖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
南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
理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 中心
研究决定， 于2018年6月1日起，调
整了该市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担
保操作细则，异地住房公积金缴存
人贷款可以选择用当地房产作抵
押或提供一名该市住房公积金缴
存人作保证。

交通的快捷， 房价的落差，工
作、购房不在同一个城市的现象以
后会越来越普遍。人们盼望住房公
积金行业早日建立全国统一共享
的业务信息系统，住房公积金异地
贷款配套措施更加完善，更好地方
便百姓安居乐业。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 � � �·强制要求小学生早读和晚自习
慈利县南山坪乡小学强制学生

早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都要
赶到学校早读，住得远的学生5点多
就要起床准备去学校上学 。试问一
个早读至于要让学生起那么早吗？
学生的睡眠都没法保障。而且小孩
太小 ，还需要大人接送 ，对大人也
是一个负担 。不仅如此 ，该校还要
求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上晚自
习， 这对农村小学生也是一个不安
全因素。 一家长

·夜宵摊位占道经营
衡阳市御江帝景门面外的通道

本应是居民的公共通道， 但现在已
被周围的餐馆占用做宵夜， 严重影
响居民的生活。 夜宵摊点卫生状况
极差，周边车辆乱停乱放，占用人行
横道和公交站台。 呼吁相关部门进
行管理。 一居民

·长沙火车南站检查员服务态
度差

长沙火车南站安全工号AJ6316

的检查员态度散漫， 不急旅客之所
急，明明已告知他赶时间，请尽快处
理，结果他给旅客来一句“着急你就
改签呀”。当晚去邵东的列车只有最
后一趟了， 而我们到达火车站已经
只剩十多分钟了， 他不帮助旅客及
时赶上火车也就罢了， 速度快一点
也行呀， 结果愣是耽误了5分钟。且
中途一直在和同事打闹聊天， 丝毫
没有顾虑旅客的感受。在此，我举报
长沙火车南站安全检查员AJ6316工
作态度恶劣，工作不仔细，且不负责

任。 曹泉亮

·村道泥巴路太烂影响校车
通行

我是一名校车驾驶员， 家住澧
县金罗镇新开寺村， 我们这里的道
路 ，是不超过2.5米宽的土路 ，天晴
勉强可以走，下雨天基本上不能走。
向村里和镇政府都反映了多次，希
望能铺点沙子，让校车顺利通行，但
没得到解决。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希
望校车能早日安全行驶。 黄师傅

编辑同志：
邵阳市宝西加油站属于违法建

筑于2017年9月3日被拆除 。 但随后
该加油站又开始违法建设至今 ，周
边群众从拨打大祥区城管控违办电
话和市政热线12345举报 ，到走访市
城管局 、市规划局 、市建设局进行举
报 ，但都收效甚微 。2018年1月10日 ，
行政复议结果已出 ：“宝西加油站是
非法建筑应给予拆除 ， 行政复议结
果维持原判 ”，然而违建还在继续 ，1
月 13日 加 油 站 四 周 的 警 戒 线 被 破
坏 ，围栏向街边扩展 ，时至今天 ，眼
看着钢架日渐增多 ， 围墙工程悄然
进入尾声 ，招牌焊接 ，地面已全面完
工 。我们感到无比恐慌 ：是执法不严
还是加油站后台硬 ， 一个违法建设

的加油站为何一直无法拆除 ?
一居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居民的这一投诉反馈给了

邵阳市大祥区商务旅游粮食局， 该局
回复称，6月4日， 大祥区商务旅游粮
食局对邵阳市宝西加油站再次下达了
《停业整顿通知书》， 再次督促宝西加
油站停业整顿。6月7日，大祥区商务旅
游粮食局对宝西加油站加油枪加贴了
封条，确保其停业到位。6月8日，区委、
区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区委政法委、区
人民法院、区商务旅游粮食局、区城管
执法局、区安监局、城西街道等相关单
位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 专题研究处
理宝西加油站问题， 进一步明确了责
任和要求。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宝西加油站
违法建设为何禁不了

编辑同志：
本人于2011年9月30日在华容县

法院起诉协议离婚，当时我有一个1岁
的女儿， 在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有
一套房子。协议离婚结果：女儿归我抚
养，不要对方抚养费，房子归我所有。
可是我去房产交易所申请过户登记
时，对方说需要女方本人到场，我无数
次找女方签字都没结果。 我向法院求
助，答复说有民事调解书就可以办过户
了。可君山房产交易所还是要求女方本
人当面签字或者是法院的强制执行单。
就这样，我围着君山房产局和华容法院
和女方跑，女方经常性无法联系。这个
事情拖了七年，一直无法解决。明明白
白房子已经判给我了，为什么就是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我该怎么办？

易明

记者追踪：
6月25日， 记者致电岳阳市君山

区房产局，一名工作人员答复说，根据
房屋登记制度，公民凭法院的《民事调
解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者法院
的《民事判决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可以到当地交易、 登记部门直接办理
房屋转移登记手续， 不需要本人（女
方）现场签名。不知投诉人在交易、登
记部门除提供《民事调解书》或《民事
判决书》 的同时， 是否提供法院对交
易、 登记部门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如不能提供，当事人双方必须现
场签名。 记者同时也从华容县法院执
行庭了解到，仅凭一纸《民事调解书》
或者《民事判决书》申请办理过户登记
的法律依据不完备， 还必须有法院开
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当事人可以
凭生效法律文书到法院执行庭办理，
不需要任何费用。

这么简单的事， 为何投诉人办
理过户登记奔波7年无果？这中间究
竟是房产登记部门还是法院工作人
员的问题，想来一时也扯不清。如今
政府大力提倡方便老百姓办事，提
出“只跑一次 ”。其实，达到这种境
界，不仅仅是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工
作人员的大力宣传和耐心地告知并
为办事百姓着想。诚如此，方可真正
便民、惠民。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七年办不成
房地产过户

编辑同志：
长沙县黄兴镇一片良田的深处，

竟然出现了十几亩的洗沙场。 因为有
树木和种植蔬菜的遮掩， 一般人不会
发现， 加上洗沙场的老板在靠近小河
边用围墙围起洗沙场， 从河道上根本
看不清楚，走进村子才能看到。洗沙场
还在不断地扩展中，良田不断被侵占，
老板用绿色的纱布遮住沙石， 不仔细
看不会知道其中的玄机。 洗沙场对水
源的污染，也有人举报过，但听说老板
有关系，最后不了了之。希望有关部门
能及时制止，并尽可能地恢复良田。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村民的投诉反馈给了长沙

县黄兴镇， 长沙县黄兴镇政府对此回
复说，经黄兴镇蓝天办调查核实，该处
洗沙场地处黄兴镇高塘村， 该洗沙场
属于无证无照经营。5月15日，黄兴镇
蓝天办联合镇市场监管所、 县行政执
法局黄兴分局、 电力等部门单位对该
洗沙场开展了整治行动， 对洗沙场的
生产设备和发电机进行了查封， 对该
洗沙场排水进行抽样检测。 接到投诉
后，6月6日，镇蓝天办、县行政执法局
黄兴分局于下午、傍晚、晚上3次对该
洗沙场进行检查， 未发现其生产经营
现象。该洗沙场负责人表示，将配合政
府工作，于15天内全面清理设备。黄兴
镇蓝天办将配合行政执法局六分局将
该洗沙场处理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黄兴镇一片良田变成洗沙场

编辑同志：
我今年初开通了长沙电信 2年

1600元宽带套餐，免费赠送ITV电视。
6月8日， 我无意中发现ITV电视显示
“已开通增值业务、需缴清欠款”。经查
询，系统显示“6月6日开通了‘教育直
通车包月’业务，每月需支付30元，且
自动续订”。再询问家人，均表示没有
点击过购买， 估计是小孩看动画片时
无意中点击。其他品牌Ipad应用商店，
购买任务收费服务都需输入密码，防
止小孩误操作， 为何电信ITV电视只
要误操作就会开通收费服务？ 在家长
不知情且没有手动取消的情况下，这

每月30元的收费不知道会收多久？
陈先生

记者追踪：
6月19日， 记者从电信客服中心

了解到， 用户有两种方法可以限制随
意开通增值服务， 第一是拨打10000
号可以设置密码和把消费限额修改为
0。 其二可以在电视里的用户中心进
行设置。

陈先生表示， 电信公司在开通时
并没有告知用户还有这些消费和这些
操作方法， 而且误开通后必须缴了费
才能取消业务， 电信公司这么做是一
种欺瞒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电信ITV电视增值服务开通太随意

编辑同志：
我是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群旺

村村民， 今年40岁。 因为从小右眼失
明，想办一个残疾证，县残联却不给我
办，说我左眼是好的，达不到办残疾证
的标准。为什么有的人能办，我却不能
办呢？我一只眼睛不是残疾人吗？

陈文云

记者追踪：
日前， 城步苗族自治县残疾人联

合会回复称，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
分级》(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文件中
规定：视力残疾评定分级按视力和视野
状态分级，其中盲为视力残疾一级和二
级， 低视力为视力残疾三级和四级。视
力残疾均指双眼而言， 若双眼视力不

同，则以视力较好的一眼为准。如仅有
单眼为视力残疾，而另一眼的视力达到
或优于0.3，则不属于视力残疾范畴。视
野以注视点为中心， 视野半径小于10
度者，不论其视力如何均属于盲。

2018年5月下旬， 陈文云到县政
务中心残联办证服务窗口办理残疾人
证。 在初步核实中发现陈文云右眼虽
然视力盲，但是左眼视力正常，不满足
办理残疾证的条件。 如果对此仍存异
议， 建议陈文云到县人民医院五官科
做一次彻底的视力检查， 如果检查结
果符合办证条件， 将按办证程序给予
办理。 如果有群众发现有工作人员违
规办理残疾证， 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电
话，残联将按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单眼失明能不能办残疾证

读者话题
� � � �不少地方缺乏统一的急救中心，急救号码五花八门，患者的生命安全难
以得到有效保障———

“120”面临的尴尬

呼吁建议

微言微语

呼吁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更科学便民

图片说事

江边戏水
危险！
近日，湘江长沙市

开福区风帆广场段，市
民在江边戏水。夏日气
温升高，少数市民选择
在江边戏水降温，此举
十分危险。水警提醒，湘
江水情复杂，浸没水中
的缓坡上长满青苔，人
站在上面容易滑入水
中，导致危险情况发生。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