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同志：

我是衡南县松江镇的一名乡村

医生， 依法办了证在家开卫生室，因

房子太过狭小，天气炎热时基本无法

开展诊疗，但自己收入欠佳，目前建

房有困难，所以我只能出去，现在广

东东莞市华厦工业区卫生院打工，想

通过两年打工把房子建起来再为家

乡人服务。 近期，我们当地卫生院领

导说，如果我不在家当乡村医生就取

消我的乡村医生资格，我想知道有关

政策，对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宽限两年

的政策或其他变通的办法。

衡南县松江镇 胡辉

调查附记：

4

月

8

日，记者就此事咨询了省卫生

厅农卫处，工作人员说，乡村医生必须

在岗，现在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的任务

很重，卫生部门每年都要对乡村医生的

具体工作进行考核，才能发公共卫生补

助，两年还要进行一次综合考核，如果

不合格就注销乡村医生的资质。该工作

人员还说，村卫生室的房屋面积要求有

60

平方米，边远贫困地区不能少于

45

平

方米，还要三室分开，如果条件达不到

是不能设村卫生室的。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绥宁人，有家人患重病，因经济

困难想申请大病医疗救助， 可绥宁县民

政局总是不给我办。 工作人员一说没指

标，二说要医院的收费发票。我想如果患

者已经有了发票，不就出院了吗，还来申

请什么救助呢？有住院证明和村委会、乡

政府的证明材料，为什么不能办理呢？

一读者

调查附记：

4

月

7

日， 记者拨通了绥宁县民政局

的电话，工作人员说，民政部门确有大病

医疗救助这一项扶助制度， 申请对象是

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具体申请程序是，

先写书面报告，村委会签署意见，到镇民

政办填表， 经镇民政办审核后可以申请

医疗救助，一年有两次申报机会，一人只

能申请一次， 金额根据患者花费的医疗

费的多少可以补助

500-2000

元不等。 符

合条件的需提供医院医疗诊断证明和发

票的复印件，并不需要原件。如果还没有

医疗发票的可以等下半年再申请。

有困难的患者可不可以早点拿到救

助？记者又就此事咨询了省民政厅，该厅

救助局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民政部门已

在研究加强和新农合制度的衔接， 实行

信息化管理， 让困难群众更快捷地享受

到这种政策。 本报记者 田燕

我该怎样申请大病医疗救助乡村医生可以外出打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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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网购的火爆，越来越多的网民选择网上购物，在享受方便的新购

物方式时，也有一些人被网店坑了———

� � � �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购物已经打

破地域的限制， 鼠标一点， 货物两三

天就从千里之外送到家门口， 十分方

便快捷。 网上购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消

费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据悉， 我国

10％

左右的网民都有过网

络购物的经历 ， 越来越多的人成了

“网购迷”。 但是， 网店多得令人眼花

缭乱， 良莠不齐的网店也藏有不少陷

阱， 上当受骗者不少， 消费者需要理

性购物。

网购钢琴被骗近万元

骗子销声匿迹

河南省的高女士

3

月底向本报反

映： 我在宝隆钢琴网上看到有很多价

格便宜的钢琴， 就在该网站订了两架

钢琴， 每架

4200

元。 按其要求， 在网

上交易每架钢琴先付费

30％

， 运费是

两架共

500

元。

3

月

12

日， 我按照网上

客服给我的账号打过去

2000

元。

3

月

15

日， 对方打电话说货到了， 要我打

钱办手续。 我把剩余的货款付清， 一

共付了

8900

元。 钱付出去后， 对方又

打电话让我继续再付

1.3

万元才能见

货。 我不敢再汇钱了， 感觉这一定是

个骗人的网站 。 最近我再打电话过

去， 已没人接我的电话。 网站上所标

的地址是湖南长沙市东二环德雅路惠

天大厦

B

座

1F5F

。

3

月

23

日， 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宝

隆钢琴网， 该网站主要是销售钢琴，

贵的有

2

万多元的， 最便宜的一款就

是高女士所购的雅马哈

YA118CPAW

型， 标价

4200

元， 并留有文先生的手

机号码和销售电话。 记者当即联系网

上客服表示想购买一台钢琴， 但无人

应答。

3

月

30

日， 记者再打开宝隆钢

琴网时， 网站已经查询不到， 拨打文

先生的手机

18607361925

， 手机已关

机， 多次拨打

400136788

的销售电话，

已无人接听。 通过网上归属地查询，

“文先生 ” 的手机归属地在常德市 。

记者在网上一查询， 果然另外还有在

宝隆钢琴网的受骗者 ， 有人被骗了

5000

元， 而且， 有网友查了该网站的

IPC

备案号是假的， 查不到。

记者决定前往网上标注的地址一

探虚实。 经过一番探查， 得知东二环

的洪山桥浏阳河大桥边上有一个惠天

大厦。 记者驱车前往时， 几经打听，

才得知

163

医院的产科大楼以前就叫

惠天大厦。 记者到医院询问后得知，

大楼改为医院已经两三年了， 该楼也

没有什么

B

座。 记者又先后拨打了德

雅路派出所和四方坪派出所的电话， 但

都没听说附近有个惠天大厦。 看来高女

士确实遇到了骗子。

网购陷阱不少 售后问题最多

高女士的经历只是网购中受骗的一

个案例， 很多网购者还有着其它不同的

遭遇 。 由于网络购物不见人 、 不见实

物， 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收到的商

品与网上的宣传资料不符， 消费者付款

后收不到货品 ， 售后服务没有保障等

等， 令消费者颇为头疼。

长沙市开福区的张先生最近涉足网

购， 买了两件衣服后， 他最大的感受就

是， 所购货物与网店的宣传不符， 很多

商品号称名牌或是 “名牌尾单” （名牌

产品代加工厂多生产的货物）， 其实都

是 “仿单” （名牌仿制品）， 质量和名

牌产品差别也很大。 记者在网上查询，

发现有很多在网上购物后买到 “仿单”

产品， 但又无法维权的情况。 广东汕头

的林女士在网上发帖称， 她在淘宝网上

买到 “仿单” 鞋后投诉无门。 林女士在

淘宝网的某网店买的一双卖家称是某品

牌的正品鞋， 价格只有正品鞋的八分之

一， 穿了几天后她感觉有假， 于是到该

品牌专柜去验货， 发现是假货。 她到淘

宝网去投诉， 但因为没有专业机构对假

货的认定， 卖方又不配合， 淘宝网也无

法受理， 最后投诉只能不了了之。

借双慧眼识网店

网上购物售后服务难保证，出现问题

后维权成本高。 许多网络销售商地址不

明，有的销售商品不开具发票，致使消费者

维权时证据不足。 有的很难找到销售者，

即使找到了，由于这些销售机构可能不在

本地，相对普通商品购物，维权很麻烦。

为此，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提醒消费

者，由于网络购物面对的是“隐形”商家，消

费者网上购物要尽量选择知名度高、信誉

好的购物网站，并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

平台支付交易；还要注意网站是否为正规

注册，是否有

ICP

证书、工商备案的红盾标

志等。 消费者如需使用信用卡支付货款，

最好办理一张专用卡，切忌一卡多用，且卡

内金额以购物付款额为准，不宜多放。 网

上商品存在一定的价格优势，但如果低得

离谱，消费者就要提高警惕。

记者了解到， 对于网购被欺诈的消

费者， 可以向网络上卖家标示所在地的

经侦队书面报案； 也可以向卖家标示的

所在地的工商局反映。

本报记者 田燕

网店猫腻多 购物需理性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

ｗｗｗ．ｈｎｏｌ．ｎｅｔ

编辑同志：

年老多病的我独居在长沙

市开福区建湘新村。

3

月

28

日下

午

2

时，我家停电了。我忙打电话

咨询，对方回复说是欠费停电。

我去年

10

月与长沙电业局订了

供用电合同 ，

10

天后又在建设

银行白沙路支行签订了银行代

扣电费协议书， 银行账户上的

结余尚有

1000

多元， 怎么会欠

费呢。 我先后

7

次打电业局的投

诉电话， 申诉时间长达

18

分钟，

可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电依

然没来。 在随后的

3

天里，我所

有的电器无法启动， 晚上在黑

暗中摸索，真是苦不堪言。

3

月

31

日上午， 我只好跑到建设银行

白沙路支行去查原因。 银行工

作人员在与电业局沟通查询了

半小时后，终于告诉我，是电业

局的代扣单上出了错， 银行无

法代扣电费。 中午，我回到家，

发现电终于来了。

4

月

2

日上午， 我决心为我

这几天所受的停电之苦讨个说

法， 便来到了长沙市电业局城

北供电局， 一位姓张的同志接

待了我。 听我说明事由后 ，他

说， 这是系统出错， 是常有的

事。 我指出，这是人工错误。 后来

他表示派车送我回家，赔偿我

100

元通话费损失。我不同意，坚持要

一个说法，张同志便起了高腔。我

要求他在一张我写的、 证明我来

过供电局的纸条上签字， 他不同

意。 双方话不投机，无法沟通，冷

冷地坐着。直到中午时分，张同志

吃饭了，我也感到饿了才离开。整

个一上午， 我不仅没得到一个笑

脸、一句道歉的话，连白开水也没

喝到一口，心中气闷不已。

长沙读者 杨旗升

调查附记：

4

月

7

日， 杨旗升老人是带着

十分气愤的神情来到本报接待室

的。 因为这次停电，他写了

4

份投

诉材料，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事情

经过的每个细节， 时间精确到分

钟。 他说，他年纪大了，又有退休

金，并不很看重钱，就是要讨个说

法，没想到还受到冷遇，城北供电

局应当上门给他道歉。

记者认为，在工作中，谁也不

能保证不出错， 出了错应当及时

纠正。 俗话说，好语一句三冬暖，

供电部门既然错了， 给他人带来

了麻烦和不便， 诚恳地道歉也是

应该的。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无故断电3天 没想还受冷遇

老人怒向电业部门讨说法

编辑同志：

我是永州市零陵区人 ，在

商店买了台犁田机，按国家政

策应补助

13%

。 但在购机时商

家表示 ： 补助已在价格中扣

了， 你们只需签订购买合同，

补助的事你们不要管 。 我认

为 ， 这样是把补助补给了商

家，农民并没有得实惠。 而家

电下乡的补贴是直接补给农

民，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 我

们连犁田机原始价格都不知

道 ， 这样享受国家的补贴政

策，有什么意义吗？

一农民

调查附记：

4

月

9

日， 记者就这一情况电

话咨询了省农机局， 该局项目办

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农机补贴与

家电下乡的补贴手续上确实不一

样，这个补贴是由商家直接代扣，

在原始价格里减去财政的补贴

款， 农民朋友购机是减免后的价

格，还是得了实惠的。农民所购农

机是指定品牌和型号， 价格等在

农机部门下发的“购机补贴目录”

中都有， 购农机的农民朋友如果

不放心， 可以到当地农机局查阅

一下“购机补贴目录”，了解一下

价格。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住在衡阳市立新开发区

蒸湘世纪城。日前，一位家住珠

晖区的好友到我家走访， 我在

电话里告诉他乘坐

24

路公交车

到蒸湘世纪城站下就是。 不料

他却提前在米奇幼儿园站下了

车，经多方打听，走了不短的一

段路才到达我家。原来，这是

24

路公交车自动报站给人造成的

错觉。

24

路车的规划设计院站

到蒸湘世纪城站中间还有两个

站， 但车上的自动报站系统却

不报这两个站， 正是因为自动

报站与实际停靠站不一致，才

导致我的好友下错了车。

据笔者所知， 这种情况在

24

路车的其他路段和其他线路

公交车都存在， 乘客因此而下

错车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希望公

交公司将自动报站系统进行一下

调整， 使自动报站与实际停靠站

相一致， 以免给乘客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

中国建设银行衡阳市分行

文新华

调查附记：

4

月

8

日， 记者将投诉者反映

的情况反馈给衡阳市公交公司营

运部，他们回复说，投诉者反映的

现象确实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线

路延伸和改变造成的。 因自动报

站播音器语音的调整要送到上海

专门的厂家，比较麻烦，暂时还只

能由公交司机作口头报站。 他们

将向公司领导汇报， 尽快将播音

器调整过来。

本报记者 史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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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展旗村农村

公交为何停了

1527361xxxx

： 我是桃源县漆

河镇展旗村的一个村民， 我们村

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硬化了道路，

也通了农村公交，挺方便的。 公交

车一开始还挺好的，一天跑个

5

、

6

趟，但后来慢慢的就少了，现在连

影子都看不到， 听说他们能拿到

国家的有关补贴， 这样光拿钱不

做事的行为让村民无法忍受。

●

永州：义工杨毅柔

服务麻风村

1387437xxxx

：

3

月

29

日， 在永

州市冷水滩区海拔

830

多米的岭

口麻风村，来了一位神秘的女士，

她不顾长途车旅的辛苦， 一放下

行李就为麻风村的病人打扫卫

生，帮助有创伤的村民包扎伤口，

为残疾老人喂饭。 空闲时，大家一

起聊天，才知道她来自山东青岛，

是专门为麻风病人服务的义工杨

毅柔女士。 她不但貌美， 心灵更

美。

●

郴州：泌尿医院虚

假宣传真害人

1511553xxxx

： 郴州东方泌尿

医院宣称做包皮、 包茎手术仅需

10

分钟 ，恢复快 ，随治随走 ，只要

手术费

680

元。 半个月前，我带孙

子去做这个手术， 最后竟治疗了

10

天，花了

4400

多元，其中有一种

药就花费

1800

元， 而且花费如此

多也没有和家长沟通。 据我了解，

这种小手术在正规医院只要几百

元，该医院如此虚假宣传真害人。

本专栏编辑 田燕

� � � � 3

月

30

日，沅陵读者王实华夫

妇给记者打来电话： 他们的一桩

10

年难了的官司在党报的舆论监

督下、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关心下，得以了结。

对此，他们表示深深感谢。

前不久， 王实华写信给本报

并多次到报社上访，反映他

1999

年

4

月， 与刘某在古丈县罗依溪镇签

订了一份加工小型快速旅游船合

同，交货时间为

1999

年

5

月

31

日，交

货地点为罗依溪码头。 合同签订

后，因

1828

省道公路改修，刘某将

造船地转移到永顺县王村旅游公

司造船厂， 合同约定内容双方均

未按约履行。 因双方产生争议，王

实华于

2000

年

5

月向永顺县法院提

起诉讼。

从

2000

年

9

月到

2008

年，历经

永顺县法院一审、再审，以及不予

复查的决定， 再到州中级人民法

院的二审判决， 此案最后有了结

果。判决内容其中一项为：限于判

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刘某返还王实

华的预付款

28000

元和材料款

300

元。判决生效后，王实华预交执行

费

1000

元申请永顺县法院执行该

案。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执行结

案，王实华只得向党报求助。

接到王实华的投诉后， 本报

及时将来信转交永顺县法院并与

该院取得联系。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得知情况

后， 有关领导专程到报社就此案

交换了意见。 中院党组对此事高

度重视， 对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核实和落实。

2

月

2

日，天气异常寒冷，州中

院李新贵副院长和永顺县法院院

长裴锡光等人， 从吉首市驱车到

沅陵县凤滩电站王实华家中，专

门就该案对王进行了执行兑现，

将应执行兑现款

28300

元及申请

执行费

1000

元送到了王实华手

里。李新贵副院长还代表州、县两

级法院诚恳地表示， 该案承办法

官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存在工作效

率不高、 责任心不强导致案件存

在一定瑕疵等问题， 对王实华及

家人表示了深深歉意。

州、 县两级法院领导亲自登

门， 将执行款一分不少地送进家

门， 这种务实的作风让王实华家

十分感动。他们一再表示：感谢湖

南日报，感谢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华陈勇

� � � � 4

月

2

日凌晨

4

时左右， 郴资桂高等级公路与京港澳高速相交汇的互通桥处， 一辆由资兴方向开来的大型槽罐车失控撞向

桥墩， 车头损坏， 右后轮全部爆胎。 交警部门提醒， 天雨路滑， 小心驾驶。 李钰龙 摄

读者论坛

张才行

时下，正是春耕备耕大忙时节，许

多单位组织送科技下乡， 并与农民朋

友开展起“手拉手”活动，这无疑是件

大好事，深受农民的欢迎。 但最近，笔

者在农村老家走访时， 听到群众对各

种“手拉手”活动有呼声：希望活动要

有持久性，不要过后就松了手。

在开展的送科技下乡活动中， 许多

机关、企事业单位深入乡村，与农民交朋

友建立了“手拉手”关系。拉上手后，他们

积极为农民出主意，想办法，从各个方面

给农民朋友提供支持， 帮助农民早日脱

贫致富，使大多数农民朋友从“手拉手”

活动中感到了温暖，树立了信心。 然而，

也有些单位“手拉手”活动流于形式，把

活动看成是“应景之作”，刚与农民拉一

下手很快又松开了。开展活动时还热情，

活动过后就冷淡了， 有的甚至对后来找

上门希望再提供帮助的农民拒之门外，

让农民朋友寒心。

目前， 各种旨在加强与农民群众联

系的“手拉手”活动在各地展开，通过“手

拉手”，政府与群众贴近了，拉上手可以

随时知道农民的脉搏， 不断了解农民的

需求，及时解决农民的困难。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应该把“手拉手”看成一座“桥”，

它能沟通干部与农民，连接城市和乡村。

既然是 “桥 ”，就要好好地保护它 ，爱护

它，不要随意拆掉它。 要让这座用心、用

情、用温暖构筑的工程长期存在下去，造

福于民、造福于社会。

“手拉手”莫松手

党报舆论监督

10年官司终结

州县两级法院领导亲自登门送执行款

农机补贴不应由商家代扣

公交车自动报站与实际停靠站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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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