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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近日来，连绵不断的春雨让湘乡市翻江镇桃
林村不少村民难以安睡：屋后两座山头被采石场
挖得千疮百孔， 一旦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谁来保障他们的安全？无独有偶，该市山枣镇莲
长村村民，也在为当地采石场破坏的环境谁来治
理忧心忡忡。

采石毁损青山 治理难以到位
4月3日，记者来到湘乡市翻江镇桃林村，村

民胡林玉告诉记者，这里本像是世外桃源，青山
秀丽，汩汩山泉汇集成碧波荡漾的桃林水库，村
民们依山傍水过着宁静的生活，可后来变了。先
是来了个翻江采石场， 挖空一座山后于2015年
关闭，事后的环境恢复治理却只是走了个过场，
采石场留下的浮土一下雨就往山下流，废弃的碎
石时也不时滚下山来。没隔两年，兴利采石场又
在边上的另一座山头开工了。几年来，兴利采石
场炮声不断，村民房屋频频受损，更严重的是由
于采区平台过高过陡，危岩体、浮石未及时清理，
存在“一面墙”开采情况，对土石环境造成了巨大
破坏，留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附近村民多次投
诉。2018年8月， 好不容易盼到兴利采石场关闭
停产。谁知老板赚钱走人了，破坏的环境又迟迟
得不到治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采石场满目疮痍，石头被
采集一空，留下了很多深坑。有的地方泥石高高
耸立，摇摇欲坠，有的地方堆砌着松松的黄土，随
时可能崩塌。

村民们告诉记者，早在去年8月，湘乡市自然
资源局（原市国土局）就回复他们说，已要求兴利
采石场按规定进行地质环境治理， 并做好村民房
屋受损赔偿。可大半年过去了，除了修建了损坏的
村道，栽了一些小树苗外，就再也不见动静了。村
民房屋损失未补偿，农田失去了水源，村民的饮用
水也没了保障，安全隐患也未消除。村民们强烈要
求公示兴利采石场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
垦工程实施方案，让群众参与监督，莫让这次的地
质环境治理又像翻江采石场那样打折扣。

莲长村村民的苦恼和忧虑
与此同时，该市山枣镇莲长村的村民们也因

同样的原因在到处投诉：从2011年开始，鑫碧采
石场在该村望岳峰开工采石。鑫碧采石场每天放
炸药炸山石，造成水土严重流失，下雨时泥沙流
入山下，水塘被填埋，灌溉成问题。村民饮水也出
现困难，一下雨甘甜的山泉水就成了泥巴水。每
天大货车川流不息，道路被压坏，一下雨就成烂
泥路，当地村民出行极为不便。

记者来到山枣镇莲长村村口，看到村民用油
漆刷在路边的维权标语。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个
采石场是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本来只是开采花岗
岩，但老板因为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又办起了碎
石场。开采合同由原来的10多亩变成现在的640
多亩，近9年的开采使得望岳峰整个山体都快要
被挖空了。最让他们忧虑的是，据说采石场亏损
严重，一旦关停走人，谁来治理他们破坏的环境？

保证金难保采矿后环境治理恢复
湘乡市自然资源局矿管办一位姓贺的主任，

向记者出示了他们在2018年11月6日对翻江采
石场发出的《限期整改通知书》，从通知书上内容
可看出，整整4年了，翻江采石场的治理问题远
没有得到解决。贺主任无奈地解释说，当时矿企
老板只缴纳了4.5万元保证金， 几年来他们多次
找其约谈治理问题，但至今没有成效，翻江采石
场的治理问题成了历史遗留难题。

有了前车之鉴，难怪村民如此急切地关心兴
利采石场关停后的治理问题。贺主任给记者出示
了由专业机构制定的兴利采石场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计划。记者看到，这份
报告书上规定的工程验收时间是2019年3月。可
为何治理工程至今还未按规定完工呢？贺主任解
释说，治理工程进展较慢，天气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已多次与兴利采石场的老板交涉，要求尽快
对当地环境进行治理。

兴利采石场办证时缴纳了60万元的保证
金，开挖已八九年却亏损巨大的山枣镇莲长村的
鑫碧采石场缴纳了61万元保证金。贺主任坦言，

治理所需的费用远远高于缴纳的保证金。所以一
些矿企老板在开挖完毕后，宁愿不要这笔保证金
也不愿意去治理。 虽然按法律规定可以追缴，但
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企业老板是否还拿得出治理
资金？如何确定追缴金额等等都是难题。

为环境治理恢复提供资金保障
尽管政策法律规定，采矿者要负责修复治理

破坏的环境， 但为何治理的结果总难尽人意，不
断引起群众不满呢？记者就此咨询了一些业内人
士，他们无一不提到了资金问题：历年来，我国采
取的是要求采矿权人在办理采矿证时先缴存一
笔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做法。但保证
金普遍缴存额度低，无法确保对地质环境的恢复
治理。一些矿企老板只是为了拿采矿证才缴保证
金，很多人缴了就没想要回，也压根没想治理。矿
产关停后，就很难依法再向企业追缴。另外，环境
破坏后的恢复不是短时间就能达到效果的，治理
工程完工后后续的维护工作也需要人力财力。缺
乏持久而稳定的资金保障，是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的主要瓶颈。

值得欣慰的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
破解矿山治理的困局。2017年底，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关于取消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今年2月22日，我省下发
了《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取消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矿山企业应
按治理方案在银行设立基金专户， 足额存入基
金，并实行专账核算，单独、据实反映基金的计提
和使用情况。必须边生产、边恢复、边治理。企业
的基金提取、使用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的执行情况需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
息公示系统。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也应建立动
态化的监管机制，对企业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进行
监督检查等等。这些措施实施后，将为环境治理
在资金和管理上提供保障，被破坏的青山绿水也
才有望真正得到恢复。

读者话题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为何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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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爸是溆浦县桥江镇八门村村

民，自家建房时摔伤，去年12月18日在
县人民医院骨外科住院， 今年1月出
院。 我家是贫困户，入院先交8000元，
出院补交尾款， 一共花了约25600元。
因为是意外摔伤， 不能在医院直接报
销， 而是自己将医院治疗的全部资料
交农合办， 农合办说过两三个月才能
报销好。

让农民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这本
是件造福百姓的好事。 但要拿到医保
报销却这么难， 时间过去几个月了也
没有消息。 两万多元医疗费对我家这
个贫困户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大部
分钱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我们急切
盼望着理赔款能早日到位。

小张
记者追踪：

4月11日，溆浦县医疗保障局回复
说，得知群众投诉后，该局领导高度重
视，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安排专人
进行了调查核实。

该县规定：2014年开始，城乡居
民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业务分别委
托中国人寿溆浦支公司、 中华联合
溆浦支公司、 中国太平洋溆浦支公
司三家保险公司承办。 投诉人的报
账办理由中国人寿溆浦支公司负

责。患者或患者亲属持相关资料到承
办保险公司申请报销。由承办保险公
司派专人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后
符合报账条件的纳入报账程序。意外
伤害报账办理时限为： 县内10个工
作日、省内15个工作日、省外20个工
作日完成查勘、核实、结算及支付任
务(节假日顺延)。

溆浦县桥江镇八门村村民张某于
1月中旬到中国人寿溆浦支公司报账。
接到报案后， 保险公司即派人进行调
查，经调查核实，符合报销条件。 但在
后期核算办理中， 因中国人寿溆浦支
公司工作人员工作疏忽， 没有及时办
结。

溆浦县医疗保障局对此深表歉
意，承诺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领导，杜
绝类似现象再次发生。 并立即召开了
三家承办意外伤害业务保险公司负责
人工作会议， 对承办意外伤害保险公
司明确如下要求： 对张某案件责成中
国人寿溆浦支公司三个工作日内办
结；提高办事效率，严格按承办协议规
定的时间办结案件； 加强工作人员管
理，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在
案件办理上再出现类似现象， 将严格
执行承办协议的约定， 造成恶劣影响
的取消承办资格。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4月8日早上6点45分，我去怀化中

心汽车站搭车去安江， 因为上周我在
怀化汽车南站搭此车， 工作人员告诉
我要到中心汽车站乘车。 然而我赶到
中心汽车站时，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车
次出问题了，还是要回到南站搭车。 7
点20分，我又跑到南站去坐车，南站的
工作人员却又告诉我， 还是要在怀化
中心汽车站乘车。我白白跑了两趟，最
后车也没坐成， 汽车站如此折腾乘客
太不应该了。

一居民

记者追踪：
4月9日，怀化汽车南站对此回复称，

由于受高铁的冲击，再加上新站搬迁，经
怀运集团公司研究决定，部分线路（其中
包括安江线）会到中心汽车站始发，再到
南站配客（配客时间到4月21日止）。4月8
日乘客到中心汽车站坐车， 由于车辆时
间调配未到位，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车
站工作人员解释不仔细， 让乘客白跑两
趟，耽误了乘客的时间，对此，深表歉意。
双方车站将会加强沟通， 把发车时间调
配到位，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旅客的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隆回县西洋江镇石塘村与相邻的

砚田村地处隆回偏僻的山区 ，2012年
两村通过友好协商， 石塘村同意砚田
村修建途经石塘村的村道， 修路的费
用由砚田村承担， 修路需占用的土地
由各村内部调整解决， 于2013年建成
通车一条砂石路。

但去年村村通工程准备硬化这条
路时， 遭到石塘村陈家山村民段某某
家反对，称要交钱买路才能修水泥路，
并自行运来石头和水泥将路面封堵，
导致该路通车中断。今年春节之前，砚
田村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 因该路
通行受阻，极为不便，遂前往堵路现场
清除路障，为此与段家发生争吵，后西
洋江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明确要求
不得阻路，必须保障道路通畅。但此后
段家一直持续不断进行道路破坏活
动，3月1日，还用挖掘机将路面挖了一
个大坑，3月3日晚，又把这条路挖断了
三处，导致该路通行彻底中断。问题出

了近一年时间， 当地镇政府都没能处
理好这事， 难道一条好好的村道就这
么废了？

一村民

记者追踪：
4月11日，记者致电隆回县西洋江

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镇政府已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 对该事件多次
进行调解。这条村道已修建多年，石塘
村公路占地问题镇政府也组织了多次
调解， 但由于该村一些村民的长期矛
盾，没能达成协调。2月15日和3月1日，
西洋江镇党委政府组织综治、司法、派
出所、村干部、群众代表和当事人在政
府进行调解， 大家一致认为村道应该
通行，滋扰生事、打骂人的行为是不对
的。 镇政府近期将再一次组织相关部
门和相关人员就村道占地问题进行调
解。 尽快妥善解决砚田村和石塘村群
众的出行问题，确保群众利益。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株洲市天元区万丰村长坡里有

人在私自洗山砂 ，而且快一年了 ，都
是用路边绿化自来水在洗 ， 一直没
人管 。 绿化自来水可以私自用吗 ？ 私
自洗山砂破坏自然环境 ， 是不是早
就应该取缔 ？

一居民

记者追踪：
对此， 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回

复称， 针对园区内万丰村长坡里存在
的非法洗砂行为， 公司专门组织了人
员进行巡查， 已经将用于洗砂接水的
管道截断， 并将发现的问题向相关部
门进行举报，按天元区治砂流程，已于
4月1日下午将洗砂管道拆除。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们是溆浦县卢峰镇民投小区

的业主代表 。 民投小区建成已 3年
了 ，但小区归哪个社区管辖 ，一直得
不到解决 ， 这严重影响了小区业主
子女上学区域划分及群众办事 。 我
们业主代表为了此事通过各种途径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 今年3月 ，终
于得到了卢峰镇政府和县民政局等
单位的答复 ， 民投小区暂由团结社
区接收管理 ， 等条件成熟后再单独
成立一个社区。 为此我们深表感谢。
本以为此事能画上句号了 ， 但没想
到团结社区还是以各种理由 ， 对上
级作出的决定置之不理 ， 拒不接受
管理民投小区，我们该怎么办？

民投小区临时业委会

记者追踪：
4月10日， 记者致电溆浦县卢峰镇

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民投小区已建
成3年，之前因为入住率不高，这个问题
并没有反映到镇政府来。 现经与县民政
局协商， 已明确民投小区归团结社区管
辖。 民投小区临时业委会反映说团结社
区不接洽民投小区居民办事， 可能是因
为社区只有7个工作人员，工作比较忙的
缘故。现在镇政府已与团结社区沟通好，
民投小区居民需要办理各种事宜， 都可
到社区去办理。

一个小区建成3年后才找到组织，
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 希望有关部门
能急群众之所急，尽早规划，不要让群
众为这样的事烦恼。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地处湘赣边界的醴陵市李畋镇富里新街片区，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多万人民用锄头挖出了一
条长约5公里的麻庄渠道， 麻庄渠道宽8至15米、深
3-8米，以前，清澈的水通过麻庄渠道流入熬塘村
蔬菜基地及富里新街片区等七八个村庄，灌溉了几
万亩高产农田。 近些年，由于麻庄渠道熬塘村与华
埠村交界的地方隧道塌陷，河水再也过不来了。 村
民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但政府总是以没资金为由
一年拖一年，麻庄渠道到处枯枝败叶、杂草丛生。由
于无人监管，个体养殖场干脆直接把粪便垃圾往渠
道排泄，渠道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沿线群众的日
常生活及地下生活用水。 几万亩高产水稻田靠天
“吃饭”，稻田荒废了许多。 熬塘村至富里新街及利
群村等河堤多年没有加固过，堤岸泥土多处滑落也

阻塞了麻庄渠道，涨大水时水排不出去，到处一片
汪洋，把稻田菜地淹没。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
地居民迫切期待麻庄渠道早日修缮，重现当年的风
采。

潘得生
记者追踪：

4月9日，醴陵市李畋镇政府回复称，麻庄渠道
覆盖李畋镇麻石村、华埠村、车上村。上级已经对麻
庄渠道的修缮项目进行了立项。 2018年，镇政府已
经对麻庄渠道启动了修缮工作，目前正在对麻庄渠
道华埠段进行修缮。由于麻庄渠道实际情况与设计
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修缮工作量增大，同时加
上天气原因，工程修整进度没有预计快。 项目施工
方将继续做好麻庄渠道的修缮工作， 争取早日完
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3月8日中午，我们益阳市赫山区某乡镇的女同

胞们到浏阳市参观学习，我在古港镇梅田湖艺术稻
田租了一辆脚踩单车， 前面一辆单车突然刹车转
弯，我的车撞到了前车上，撞坏一个车轮。我咨询了
相关公司，一个轮胎售价80元，但景区里的车老板
开口要赔1000元，经协商，后赔偿500元。 我说：“你
们景区如此敲诈谁还愿意来呀。 ”老板说：“你们八
辈子不来这里我都没意见。 ”这次乡村游真扫兴。

蔡灿
记者追踪：

对此，浏阳市古港镇政府回复称，经核实，在景
区发生碰撞一事属实，发生碰撞的两辆观光自行车
均系梅田湖村村民胡某所有。 在此次碰撞事故中，
胡的两辆观光自行车皆有不同程度受损，其中一辆
左后车轮及车身受损严重，须送厂修理。 经景区工

作人员协商，双方当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此次事
故理赔金额由修理费及误工费两部分组成， 共计
500元。 胡某表示，零配件材料及人工修理等费用，
预计需200元左右；另由于观光自行车零配件需从
外地调配，预计2至3天到货，而3月正值梅田湖旅
游景区旺季，故收取误工费用300元。 事后实际修
理费用为265元，故剩余235元作为误工费用。 针对
这一事件，古港镇镇村两级将加强对景区周边经营
户的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打造更加文明和
谐的旅游景区。

乡村游越来越热，出现纠纷怎么办？ 很多地方有
了很好的经验，或是设立消费者维权站，对消费纠纷
快处快调，或是设立了“旅游110”。还没有条件成立专
门机构的，乡镇司法所调解室也可以进行调解，让调
解处理更具权威性，双方都容易认同接受，而不是任
由单方漫天要价。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 � � �·和包理财到期不兑付
我购买的中国移动和包理财和鑫

宝E031期理财于2月1日到期，但移动
方面说，因过年造成延付，最迟于2月
28日前兑付。 但等到2月28日后，又单
方面修改为3月31日前兑付。好不容易
等到4月1日，仍未兑付，打开和包，移
动又单方面将时间修改为5月31日前
兑付，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单方面修
改兑付时间，毫无诚信可言。 期间我因
为购房急需支付房款，多次联系10086
和包专席要求到期兑付， 但处理人员
一再推诿，没有任何处理结果。

陈英

·小区外墙瓷砖脱落谁来管
岳阳市南湖新区“滨湖新境界”小

区，2017年才交的房，现4栋高层楼，外
墙瓷砖频繁脱落， 严重危及住户及周
边居民安全。 多次跟开发商及物业反
映，都拿不出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拨
打政府热线12345，也毫无作用。 希望
有关部门管管此事。 廖先生

·社区养狗太多吠声扰民
湘阴县文星镇金湖社区八甲加油

站至粮站，数户人家养狗，有的一家甚
至养几条狗，有的直接就放养出来。 白
天的时候经过这条路， 数条狗徘徊在
粮站门口边，让人胆战心惊。 最难受的
是晚上，数条狗狂叫不停，一直持续不
断，即使是紧闭门窗都没用，让人不得
安宁。 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协调管制，
还居民清静。

一居民

农合意外伤害保险
理赔太慢

怀化两汽车站如此折腾乘客

村道被堵近一年 盼望政府解难题

路边私洗山砂破坏环境

小区建成3年找不到所属社区

呼吁建议

期盼麻庄渠道早日修缮重现风采

乡村游纠纷调处期待规范

图片说事

长沙悦方商场
3年3次火灾遭关停

4月22日， 长沙悦方商场关停
后，南侧的地下商场入口拉起了警
戒线。4月20日晚， 该商场4楼北侧
大渔铁板烧店面发生火灾。4月21
日，长沙公安消防支队依法要求其
停业整顿，排除隐患后才能恢复营
业。此次火灾是该商场连续3年第3
次起火，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2017
年8月、2018年10月。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