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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田 燕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胡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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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桂阳县余田乡金盆村六组

村民梁家园，今年

63

岁。自

1995

年起，

我村集体林地可由村民开荒造林，谁

造林谁得利，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开

荒种果树。 十多年来，我在村里的梓

木山头荒地投工上万个，投入大量资

金，开荒

60

余亩，栽种各类果树

5000

余株，另外退耕还林

25

亩，栽种杉树

2000

余株。 十年树木，本来我应该开

始有收获了，但近几年，因有人非法

在我村开采地表锰矿， 滥采乱挖，毁

坏了梓木山上千亩林地和耕地，我的

85

亩果木、树林也被毁掉，造成经济

损失数十万元。

2008

年

10

月，非法开矿的村民伙

同几个外地人为挖锰矿砍掉我的

233

株已挂果多年的板栗树，我向有关领

导反映，几天后，县林业公安及余田

乡领导到现场进行了点数确认，但后

来就无人过问了。

2009

年

8

月，非法办

矿的村民再次雇人砍掉我

261

株树，

我又向上反映。县林业公安过问了此

事 ， 对方以每株

70

元赔偿给了我

18500

元， 但他们要我拿钱后不要再

上告了。

1

个月后， 非法办矿的人以给了

我赔偿为由，更加肆无忌惮地乱砍乱

挖我的果木林地，非法开采锰矿。 这

样， 我又有

1000

多株果树被砍掉，还

有

2

亩水稻田被毁。 我再次向有关部

门反映， 但他们以给我作了赔偿为

由，任这些非法开矿者毁坏林地。 到

今年

3

月县乡有关领导来办矿现场查

看时，又多毁了我

1

亩玉米地，洗矿砂

的污水还淹了我的

7

亩柑橘林。

最近，这股非法开采锰矿风引起

了县里有关部门的关注，县有关领导

和县矿产执法大队多次来现场查禁

这些锰矿。 但每次查禁后，过两三天

又有人继续挖矿。

8

月

26

日，非法办矿

者又在我的果园里新安装了两台洗

矿机，毁坏果树

4

亩多。

9

月

1

日，县矿产执法大队来我村

炸这些非法锰矿。 奇怪的是，头天晚

上非法开矿者还在开工，这天现场却

没有看到一台洗矿机器，矿老板早就

听到消息藏起来了。执法队虽然炸了

几包炸药，但非法开矿者并没有什么

损失。

9

月

2

日，他们又继续挖山毁林。

不但在我们村， 余田乡上桥村、

下桥村范围内的梓木山一带非法开

采地表锰矿的现象都很普遍。他们滥

采乱挖毁坏了大片林地、耕地，千亩

山林被挖得千疮百孔， 红泥滚滚，造

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我个人这些被毁

坏的林地，只不过是整个被毁林地的

百分之几而已。由于有关监管部门监

管不到位，致使非法采矿者已在梓木

山一带修筑了总长达

1

公里的

8

个洗

沙坝。如果再不禁止非法开采和恢复

地貌，到春天雨水季节，洗沙坝如果

崩塌，上桥、下桥、钟家

3

个行政村的

房屋和上千亩耕地都有可能遭受泥

石流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流入舂陵

河的洗矿红泥使河床上升，欧阳海库

区和欧阳海大坝会遭遇什么厄运

呢？ 村民 梁家园

调查附记：

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桂阳县政

府办一位姓曹的同志，他曾到过现场

处理此事。 他说，地表的锰矿是禁止

采挖的， 目前这些非法矿已经被停

掉，地表该恢复的要恢复。 记者询问

县里是否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管此事，

曹同志说，县国土资源局、环保局、安

监局都可以查处， 一般情况下是

3

个

部门联合执法，县里专门成立了一个

临时机构“矿产执法大队”。

记者将县政府办的回复告诉了

梁家园。 但梁家园说，虽然前几天这

些非法锰矿停止了生产，但谁又知道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死灰复燃呢？对于

他们已经被毁的家园何时能恢复原

貌，他也充满了疑惑。 老人的担心并

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这种非法开

矿查而不死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司空

见惯。 如何彻底查禁，政府有关部门

恐怕还要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效

的措施。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醴陵市的一些计划生育部门

在公民申请办理准生证时， 要求

当事人必须交费体检， 即使当事

人已经有婚姻登记处指定医院

（醴陵市妇幼保健院） 的婚检报

告也不行， 还强制当事人交

100

元钱买所谓的补品。 我不明白 ：

政府部门为何成了保健品的推销

者？ 公民申请准生证时相关的体

检究竟该谁来做？ 为何县级医院

都不行， 难道计划生育部门安排

的人会比县级医院的医生更专

业？

醴陵市 一群众

调查附记：

11

月

23

日，记者采访了醴陵市

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股，一位

姓文的负责人答复说，领准生证时

做孕检是免费的，是为了便于计生

部门掌握育龄妇女生育情况。 同

时，为了提倡优生优育，计生部门

建议育龄妇女做一些相关检测，费

用大约在

80

至

100

元， 另外还建议

育龄妇女购买一些保健品。但这名

负责人表示，上级一直要求各计生

服务站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自愿

选择，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 他答

应将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调

查处理。 本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由于种种原因， 我决定将租

用的长沙市南阳街社区街道

21

号

门面转让。 在与有意向的客户商

谈后，

11

月

2

日， 我们及时按要

求向南阳街社区申报， 恳请社区

杨主任履行转让合同并协助办理

相关手续。 没想到对方竟向我们

索要

4.5

万元的 “转让费”， 作为

办理手续的费用。 我们还被 “理

直气壮” 地告知： 虽然合同上未

注明这笔费用， 但这却是 “潜规

则”， 否则不予办理手续。 我们

连续多日上门找杨主任， 倾诉我

们的难处， 因为生意亏损， 我们

确实无力支付如此高额的 “潜规

则” 费用， 最后她才同意降到

2

万元。 对此我们非常气愤但又无

可奈何， 只得在

11

月

9

日支付

2

万

元后才顺利办理了续签合同的手

续。

对这种既无合同约定也无相

关文件规定的索取行为， 我们非

常气愤。 希望此事能得到上级领

导的重视， 向如此 “潜规则” 说

“不”。 一业主

调查附记：

11

月

30

日

,

记者电话采访了

长沙市南阳街社区的杨主任。 她

说， 此事已于前一天通过律师圆

满解决，钱已退给了投诉者，对方

也签字认可了。 对于为何要收这

笔钱，杨主任不愿多说，称他们的

工作也有难处，按合同规定，这个

门面是不能随便转让的， 但投诉

者找人打了招呼， 他们才不得不

同意转让，她是做好不讨好。记者

认为，不管有何难处，这种随意索

拿卡要的 “潜规则” 肯定是错误

的。 本报记者 史学慧

编辑同志：

在宁乡县花明楼镇， 离刘少

奇故居不到两公里的一条小河

边 ， 有一家叫 “乐邦 ” 的造纸

厂， 常年不经处理往河里排放工

业污水。 在该厂排污水时， 下游

河水的颜色就像米汤水一样， 水

上漂着一大片白沫。 在水位较低

时， 可以看到两岸泥土上有一层

白色的附着物。 河里早就没有鱼

了， 两岸村民喂养的鸭子现在也

都不敢往河里放 ， 怕被污水毒

死。 村民的地下水也有被污染的

现象， 下游两岸村民怨声载道。

为此， 村民们多次向环保等

部门反映此事， 每次得到的答复

都是过几天就来处理， 可一直没

有结果。 为使下游村民能过上正

常的生活， 望有关职能部门能依

法查处这家造纸厂。

一村民

调查附记：

11

月

30

日， 宁乡县环保局一

位姓尹的同志回复记者说： 这家

造纸厂污染确实严重， 村民对此

意见很大。 他们对村民的投诉并

非不重视， 一个星期前， 他们就

派人到实地进行了查看， 并给厂

方下达了停产整改通知书， 要求

该厂验收合格后方能生产。 这几

天 ， 县环保局也在抓紧处理此

事。 本报记者 史学慧

编辑同志：

我是湘潭市岳塘区人， 丈夫

是个农村中学教员， 退休后每月

有

1400

元收入， 我们老两口生活

还过得去 。 但今年他患病去世

了， 去世后就土葬了。 我全家都

生活在农村， 生活不富有， 我也

60

多岁了， 身体又不好， 丈夫的

去世使我生活变得困难起来。 请

问， 按政策我能享受什么困难补

助吗？

湘潭市 刘义文

调查附记：

12

月

2

日 ， 记者就此事咨询

了湘潭市人事局， 该局工作人员

说， 病故的工作人员的遗属有一

项事业单位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当事人可以到其丈夫所在学校申

请， 经区人事局审批就可以了 ，

农村户口每月补助标准是

225

元。

但公职人员死亡后必须火葬才有

这笔费用， 土葬就没有这笔费用

了。

本报记者 田燕

� � � �●

保靖：选矿厂淹没农田

无人管

1357432xxxx

：我是保靖县大妥

乡马洛村洞口组的农民， 由于人增

地不增， 我家

6

口人现只有

2

人的田

地，耕地本来就不够。 但现有

6

家选

矿厂直接往我家

1

亩多的田里排放

尾沙、药水，整个田全被淹没了。 我

曾多次要求他们停止排放， 可他们

之间相互推诿。 我曾很多次找乡政

府、县国土局、环保局反映情况 ，寻

求帮助，可选矿厂仍没有被叫停。 希

望有关部门严格执法， 让农民有田

可耕。

●

衡阳： 货车乱停乱放影

响交通

1360734xxxx

：在衡阳市立新开

发区， 道路两边随时可见停放的大

型货车， 就像一个临时的货车停放

点。 此类货车面积大，停放时间长，

给行人、车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

给周围店面造成严重的不方便 ，已

发生大小交通事故多起， 希望有关

部门管管。

●

长沙： 盼长株潭公交费

用降低些

1877324xxxx

：长株潭一体化正

在实施中， 但目前三地群众往来交

通费用不低， 如长沙至湘潭汽车站

的票价为

16

元。 公交车本是公共服

务的一种便民交通工具， 更应彰显

便民服务的宗旨， 不应作为营利的

工具。 盼长株潭公交一体化后，公交

车的费用降低些。

●

邵东： 繁忙十字路口没

设红绿灯

1357712xxxx

：邵东县金龙大道

和东风路交汇处，车流量很大。 但该

十字路口却没有设红绿灯， 每天中

午和傍晚都造成严重拥堵， 司机怨

声载道。 县科达中学位于此处，学生

放学时也十分不安全。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前不久， 我市农村一中年妇女

帮邻居建房“打小工”。傍晚时分，大

家准备休工， 她想清理一下混凝土

搅拌机，由于个子不高够不到高处，

她直接踏进了搅拌机的圆槽内。 不

知怎么回事，搅拌机突然转动起来，

该妇女双脚当即被绞断。

现在，又到了冬闲季节，一些农

民朋友想趁此建新房， 改善一下住

房条件，这本是好事，但如果因施工

安全而发生意外伤亡事件， 不仅造

成较大经济损失， 给相关家庭带来

悲痛，也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应引起各方高度注意。

农村自建房目前存在不少问

题：一是房屋结构设计不合理，存在

安全隐患。自建房前，很多人都是自

己设计草图，甚至连草图也没有，仅

凭建房者和承建者自身经验施工，

没有专业人士审查指导或规划参

与，期间发生侧倾、垮塌等事件并不

鲜见。二是承建者多是“土建筑队”，

他们一般也是农民， 空闲才临时搭

伙拼凑起来，虽有些经验，但并没有

专业的基建知识。在施工过程中，他

们常常不搭设脚手架， 或搭建得不

稳固，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甚至连安

全帽都不戴。三是“打杂”人员老、弱

者较多， 在施工中极易发生安全事

故。农村自建房目前主要还是以“亲

帮亲、邻帮邻”的方式找“小工”，而

青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 中老年

人员自然成了帮忙的主力， 由于年

龄大、体力弱，身体敏捷度差，无疑

增加了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

农村自建房的施工安全， 是直

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大事， 各有关部门和基层政府应强

化指导与监管，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

建筑安全知识， 借助典型的安全事

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提高农民自

建房的安全意识。同时，通过开展技

术服务下乡活动， 培训农村建筑工

匠和农村建设管理人员， 为农民自

建房免费提供设计施工结构图纸，

并给予具体的技术指导。 还可以考

虑成立专门的村镇建设管理服务机

构， 加强农村自建房的报批备案管

理，并进行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及

时发现纠正施工中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行为，引导农民科学建房。

永州市 严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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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留言板

查禁力度亟待加强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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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翠的果园被非法开矿者挖得千疮百孔。 梁家园 摄

非法锰矿毁林毁地

桂阳县余田乡六旬老农以自己的亲身遭遇致信本报呼吁———

重视农村自建房施工安全

呼吁与建议

� � � � 12

月

3

日 ，

麻阳苗族自治

县锦江中学组

织

153

名 志 愿

者 ， 来到锦江

河猴子岩洲清

理垃圾 ， 净化

环境 ， 增强学

生的环保意识。

蒋光禄 黄勇 摄

计生部门岂能借发准生证创收

门面转让遭遇“潜规则”

纸厂污染乡村 村民怨声载道

事业单位遗属有补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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