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水厂呛人气味何时休
投诉人： 一村民

醴陵市孙家湾乡的醴陵市帅旗防水厂， 生产建筑油膏， 原
料主要是沥青和煤焦油， 生产后产生刺鼻呛人气味， 而且毒性
极高， 附近老百姓曾联名向有关部门强烈要求关停帅旗防水
厂， 但都没有结果。 现在， 厂家已经做了所谓的环保改造， 但
毒烟还是很呛人。 帅旗防水厂附近的水井没有一口能用了， 老
百姓喝水都成困难。 地下水的污染会造成土壤的污染， 从而引
发农作物的污染， 这是一条极为危险的污染链。 希望有关部门
关停这样的污染厂家。
受理记者： 田燕

记者将此事反馈给了醴陵市环保局， 环保局立即派城区环
保中心所执法人员赶赴醴陵市帅旗防水厂进行检查。 环保局回
复说， 经现场检查， 废气污染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 高温加热溶解沥青时散发出来的废气未完全收集处理
而外排， 造成污染环境属实。 环境执法人员已责令该生产线停
产整改， 该厂负责人也表示将按环保要求立即进行整改。 待整
改完成达到环保验收要求， 方可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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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寿县机电培训学校
骗取国家培训补贴
投诉人： 小李

汉寿县超越培训学校 （后更名为机电培训学校） 每年都虚
报冒领国家培训补贴。 2013年下半年， 该校的培训公示的花名
册上， 就有不少人名和身份证号是假的。 上面来人检查时， 校
长就找一些人冒充老师和学生， 以此来通过核查。 而检查的人
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走下过场。 其实， 只要认真核对 ,完全能堵
住漏洞。 呼吁有关部门搞好审核工作， 并彻查这种套取国家补
贴的行为。
受理记者： 欧金玉

早在今年年初， 投诉人小李就在 《湖南日报投诉直通车》
网页上举报该校骗取国家补贴一事， 当时汉寿县人社局回复
称： 超越培训学校是2007年经市劳动部门审核批准的职业培
训定点机构， 一直承办职业培训工作任务。 2012年进行培训
机构招投标时， 汉寿包括超越培训学校在内的几家培训机构整
合培训资源， 以机电培训学校之名招标成功。 在技能培训开展
时， 人社部门认真行使了监管职能。 其间没有发现冒名顶替学
员， 也不存在套取(诈骗)国家补贴的问题。

但投诉人小李并不认可这样的回复， 又多次举报此事， 终
于引起了重视。 8月7日， 汉寿县人社局回复说， 经组织专门队
伍调查核实， 机电培训学校(原超越培训学校)2013年共培训3
个班， 培训学员93人， 拨付培训补贴11.16万元。 投诉人反映
的该校培训学员身份虚假一事， 情况基本属实。 并作出如下处
理： 该校的错误行为， 导致了弄虚作假、 套取国家补贴的错误
后果， 为严肃纪律， 决定将该校领取的培训补贴中信息不真实
的14名学员的补贴16800元追回， 并上缴财政局就业资金专
户， 取消该校2014年的培训资格。 同时， 对所有培训机构
2013年的培训情况进行清理， 防止出现类似及其他问题。 至
于该校2012年及以前的培训情况， 已被县公安局、 县检察院
调查处理。

华容二郎湖
种莲影响农田灌溉
投诉人： 小刘

华容县二郎湖， 虽然是个面积只有千亩的小湖， 却是周边
四村一场近万人的生命之湖。 十年前， 这里山清水秀、 鱼虾成
群， 农田灌溉用水无忧。 但近5年来， 个别承包商违背开湖初
衷， 将湖擅自移作他用， 栽上莲藕， 经常放干湖水， 致使周边
农田灌溉经常无水可用。 承包商为提高产量， 还大量施用化
肥、 毒药 (主要用于毒死龙虾) 等， 致使湖内杂草丛生、 臭气
熏天、 蚊蝇成群。 个别人为一点蝇头小利， 置近万人的生产生
活于不顾， 置千亩农田的灌溉用水不顾， 呼请政府高度重视，
迅速治理， 还二郎湖一片碧水蓝天。
受理记者： 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华容县水产局， 县水产局马上派人
赶赴现场， 召开了协调会。 县水产局回复说： 今年上半年雨水
偏少， 加上五田渡正在修建机埠， 大湖水位偏低， 对周边村民
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影响。 经过协调， 决定采取几个措施： 一是
与万庾镇水委会协调， 关闸保水； 二是要求二郎湖渔场与承包
商立即着手除草、 清沟， 方便群众取水用水， 要求承包商按照
环保、 水利、 水产等部门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 并承诺承包合
同期满后不再进行种植生产； 三是严禁附近农户围湖造地。

衡阳 洪塘路口急需设置红绿
灯

1387563xxxx： 衡阳市珠晖区洪
塘路口， 一边通往苗圃， 一边通往中
铁五局、 衡阳运输机械厂等地， 居民
众多 ， 车流量大 。 其与衡州大道交
会， 衡州大道车流量大， 车速快。 大
量汽车及人流横穿衡州大道及在此调
头， 经常在此路口发生交通堵塞及交
通事故。 本人就在此路口见到过好几
次交通事故。 况且珠晖区实验小学的
学生也需要横穿此路口上学， 非常危
险。 但该交叉路口连个警示的灯也没
有。 为了安全及方便居民通行， 建议
在此路口设置红绿灯。
株洲 华升路夜宵街扰民何时

休
1305512xxxx： 株洲市华升路成

为夜宵街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 这原
本是原株洲麻纺厂家属区1万多名居
民出行的必经之路。 自从华升路成为
夜宵街， 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夜宵摊
占道经营， 已经影响救护车、 消防车
的正常进出和居民正常出行。 路边的
原麻纺厂职工医院里的住院病人、 幼
儿园的小朋友及居民夜间的正常休息
被夜宵摊的噪声打扰。 且夜宵摊油水
四处流， 老鼠蟑螂四处乱爬， 给当地
居民健康卫生带来了威胁。 现在株洲
正创文明城市， 希望相关部门能司其
责， 还老百姓一个和谐的小区。

长沙 渣土车深夜噪声扰民
1521119xxxx： 长沙市岳麓区含

光路山水新城小区渣土车深夜扰民 。
本人是山水新城小区居民， 现在渣土
车卸土站就设置在小区门口， 每晚渣
土车汽笛轰鸣， 招摇过市， 小区居民
整夜难以入眠。 本人因长期睡眠不佳，
现在已患有突发性耳聋 ， 在家养病 ，
却依旧不得安宁。 望有关部门管管。

本专栏编辑 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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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笔者随新化县白溪镇政

协工委调研农村环保工作时发现， 众
多乡镇、 农村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
科学的处置， 造成了污染。 特别在不
少村口、 路旁、 河岸、 街头等地， 到
处堆满垃圾， 每到夏季， 臭气熏天，
蚊蝇飞舞， 碰上刮风下雨， 垃圾袋刮
得遍地开花， 久而久之， 污染了环
境， 影响了人的身体健康。 垃圾围村
问题近年来人们一直呼吁， 但一直得
不到有效解决。

垃圾围村不仅是威胁农村人口健
康的“隐性杀手”， 也严重影响农村农
业生产环境。 比如， 地膜、 塑料残留
在土壤里， 不仅影响了土壤结构， 而
且影响了农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
收， 造成农作物减产。 各式垃圾以及
一些重金属等经年积累的毒素， 导致
土壤结构发生变化， 对土壤中生长的
作物产生污染， 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
里人， 都将因此深受其害。

要想恢复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
首先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宣传力度， 提

高农民环保意识。 其次科学规划建
立中转站， 在新农村建设中， 要对
村内的工业园、 养殖场、 饮水区、
基本农田流域做合理规划， 并结合村
内实际， 村村建立垃圾中转站， 定时
定点定人治理村头垃圾； 配备专职的
保洁员和专用垃圾车， 定点、 定时集
中清理。 还可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
按照“谁污染、 谁付费” 的要求， 实
行环卫设施有偿服务， 明确垃圾收费
相关事宜， 降低垃圾量。

张茂锡

垃圾围村何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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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一家采石场没有履行地质环境治理义务撤离工地， 县国土部门
却验收合格， 致使两名幼儿掉入积水的石坑不幸身亡———

幼儿溺亡采石坑谁之过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深坑里的惨剧

7月29日， 对新化县上梅镇枫林
管区枫林村蔡立彪一家来说， 不异于
天塌了一般。 这天下午4时许， 他家
两个男孩， 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在
家附近碎石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坑里
同时溺水身亡。 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转眼间就没了， 蔡家人在悲痛欲绝、
深深自责的同时， 也将责任的矛头指
向了碎石场及相关的管理部门。

8月6日， 记者来到了上梅镇枫林
村， 两个孩子溺亡之地在村里一个叫
牛坳山的地方。 牛坳山离村民的集居
地不过200米， 山体已被挖成了一个
大石坑， 大坑里还有一些深深的小石
坑。 据村民介绍， 几天前由于下雨，
坑里还充满了积水， 但连续几天放
晴， 坑里已没有任何水的痕迹。 记者
见到了蔡立彪及其家人， 面对孩子的
突然去世， 蔡家人呼天抢地， 许多围
观的村民也在一旁陪着流泪， 场景十
分凄惨。

大坑成危坑 长期无人问

从枫林村村主任潘新明那里， 记

者得知了这个大坑的来历。
2011年10月， 浏阳市陈某与村里

签订协议， 租用村里的牛坳山开办采石
场， 挖山取石， 为当时正在修建的娄新
高速提供碎石。 2012年12月高速公路
正式通车后， 陈某及其所在企业， 在没
有协调解决好村里的遗留问题及恢复被
破坏的地质环境下，便迅速撤离了工地，
留下的这个大坑也一直没有得到填埋，
更没有设置危险标志和采取任何防护措
施。为此，村里曾10多次向相关部门打报
告， 要求督促采石场恢复村里的地质地
貌， 但时至今日， 没有得到任何处理。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 当时大坑里的
水并不深， 但小坑的积水超过了2米，
孩子是滑进小坑溺亡的。 此地是村里中
小学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 每天有成百
的学生经过此地。 就在出现事故之前，
也有一个小孩在水坑边戏水时， 掉入水
中被淹得奄奄一息。 幸运的是， 恰好有
人经过将其抢救上岸。 不仅如此， 此地
还有其它巨大的安全隐患： 松垮的山土
伴着石块随时可能砸落下来， 就在前两
天， 村里的一头牛因脚踩在松土上， 从
山顶摔进这个大坑， 当场死亡。 可是，
这个高危地带至今没有引起任何重视。

管理部门的责任到哪去了

蔡家人说， 惨剧发生后， 新化县政

府的相关部门曾就此召开了一次协调
会， 会上作出决定， 政府以救济金的
名义补助4万元； 要当事人拿法律武器
状告采石场老板。 对此， 蔡家人没有
接受:一是他们根本找不到采石场老板
了， 更重要的是， 事后， 他们通过调
查了解， 认为相关管理部门有不可推
诿的责任。

这家采石场并不是一个非法采石
场， 当时在新化县国土局办有采矿许
可证， 办证时还交了29950元的“矿
山治理备用金”。 根据 《湖南省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备用金管理暂行办法》： 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矿产资源开采
活动的采矿权人， 必须向县级以上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恢复治理矿
山地质环境的书面承诺， 并向县级以
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缴存备用金。
备用金属采矿权人所有， 采矿权人依
承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 经
验收合格后， 备用金及其利息收入返
还采矿权人。

在蔡家人给记者的一份国土部门
的验收报告上， 记者看到， 验收报告
的验收意见上都是“同意”、 “满意”
字样， 并附有村干部及国土局工作人
员的签字。 “验收” 后， 县国土局向
县财政局打了报告， 表示同意退回采
石场的押金。 这两份报告让蔡家人在
悲痛之中又添愤怒， 他们要为死去的

孩子讨个公道。
采石场明明没有对其造成的破坏

进行任何治理， 且在验收前， 村里就
此已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 国土部
门为什么会给予验收呢？ 对此， 曾
代表村组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的村主
任潘新明解释说， 他是上当受骗了。
当时采石场老板承诺， 将钱拿回后
交给村里治理环境， 没想到老板自
己拿到钱后就跑了。 而接受记者采
访的国土局工作人员对此没作任何
解释， 只是说， 县里成立了联合调
查组， 如果县里认为该局该承担什
么责任， 他们就承担。

8月14日， 常德市紫缘路， 一辆三轮电动车拖着四辆新电动车前行， 如此违法
行为， 容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执勤交警现场对其进行了处理。

陈自德 摄

如此拖车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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