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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
《湖南日报》6月24日刊登了《给长沙

道路命名提点意见》的群众来信，报道以
后，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高度
重视，指示民政部门虚心听取意见，加强
和改进地名管理工作。我局对群众意见进
行了认真研究，并对我市道路命名情况进
行了梳理。

为做好地名管理工作（包括道路命
名），我市出台了《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
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办法》要
求，先后出台了《长沙市住宅区和建筑名
称使用规范》，《长沙市地名有偿冠名实施
细则》 和《长沙市门牌编码管理实施细
则》。

2003年以来，我们对全市的道路(街、
巷)、桥梁、公园、广场等公共建筑的名称进
行了全面梳理，对不规范的道路名称进行
了重新调整，对有意义的历史地名进行了

恢复。市政府陆续投入数千万元用于地名
标志体系建设和完善，形成了行政区域界
牌、村镇牌、路名牌、街巷牌、门牌逐级地
名标志体系， 共设立各类标识牌近15万
块。还完成了地名规划工作，编制了《长沙
市市区地名总体规划(2007-2020)》，道路
命名改为了先命名后建设。

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 现说明如
下：

一、道路以企业冠名不妥的问题。《长
沙市地名管理办法》中对有偿冠名进行了
严格规定，一般不得有偿冠名，确需要有
偿冠名的， 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组
织听证会、专家论证会，报市、县（市、区）
政府批准。 我市由企业冠名的三一大道、
万家丽路等几条道路都是《办法》实施前
进行的有偿冠名，近年我市已经停止了对
道路的企业有偿冠名。

二、道路名称相同相似的问题。经我

局批准审核的道路均没有重名现象。群众
反映的两条兴联路中，开福区的兴联路是
经过了我局审批并设置了路名牌，岳麓区
的兴联路命名没有通过我局审批，我们将
与岳麓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责成
岳麓区申报道路命名。

由于我局只对城区道路命名，县（市）
民政局负责对其辖区内道路命名，导致了
长沙县部分道路与城区道路重名的情况。
其中三一大道是经市政府同意冠名的道
路，三一路是经长沙县政府同意冠名的道
路；城区内的黄兴路是由我局命名，而黄
兴大道是由长沙县命名的。随着长沙县与
主城区的逐步融合，道路重名带来的不便
日益凸显，我们将协调长沙县妥善处理这
一情况。

三、 道路命名应讲究文化底蕴的问
题。在《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中对历史地
名保护也进行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各区县

在对道路命名时更多的考虑历史地名，以
便更好地弘扬和保护我市的历史地名文
化； 对各区县道路命名工作进一步加强指
导、监督，要求各区县申报的道路名要通过
专家论证，并听取群众意见，确保道路命名
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长沙县东一路至东八
路的命名是在星沙城区建设时， 参考国外
的一些命名方式进行的命名， 时间已经比
较久远，对于新道路的命名，我们都严格按
照现行规定，避免道路命名的随意性。

我们将继续加强道路命名的部门协
调，与规划、交警等职能部门的沟通配合，
努力实现城市规划和地名规划同步，将道
路命名程序前置；同时也将继续加强对县
（市）道路命名的指导与协调，避免出现道
路重名的情况。加强对《办法》的宣传，提
高群众参与度，确保我市道路命名的规范
化、标准化和人文化。

长沙市民政局

衡阳出租车
不打表拼客现象严重

编辑同志：
6月13日我赴衡阳出差，一下火车想打车前往宾馆，但

火车站附近的出租车非要等拼客坐满人才走，而且直接喊
价收费不打表，上多少人，就收多少次费。如果大家都是一
个方向也就算了， 很多是方向不同且绕路也不管不顾。之
后我出差结束离开衡阳，去衡阳东坐高铁，打车时出租车
司机也是直接喊价，要求打表被拒绝，如果坚持打表则拒
载离开。打车过程中，仍然有车在已有乘客的情况下停车
拼客载人。

听朋友讲，衡阳市出租车乱象由来已久，作为运管部
门想必不可能不知此事。 出租车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载
体， 其整体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整个城市形象。
衡阳作为湖南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出租车行业如此混
乱，实在不应该。 一读者
记者调查：

6月26日，记者电话采访了衡阳市公共交通管理处，工
作人员称，自6月开始，应衡阳市政府的要求，该市成立了
一个衡阳市出租车联合综合执法大队，对出租车的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目前市交警支队抽出15人，公共交通管理处
抽出15人， 组成一个30人的队伍上路执法，6月24日就查
处了6台违法的出租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茶陵荆芫村村民盼望安全饮水
编辑同志：

我是茶陵县枣市镇荆芫村村民。饮水难、饮健康水难
是本村众多村民面临的重大难题。早些年，本村村民周某
自己搞了一套简易自来水设施，没有消毒处理，基本上是
直接从池塘里抽上来的水，水质混浊，卫生安全根本无法
保障。长期以来，村民迫于生存用水需要，无奈只能饮用这
种劣质、不卫生、不健康的水。

如今，国家大搞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水管已经架设
到邻村五星村， 但这样的惠民政策却还未落实到我村。村
民强烈盼望上级为民谋利，让村民早日喝上健康、安全、卫
生的饮用水。 一村民
记者调查：

枣市镇政府十分重视村民的投诉， 经调查荆芫村辖9
个村民小组，288户，1046人， 约有160户的饮用水由本村
村民周某于2006年自办的水厂供应。近年来，由于水质问
题，村民多次投诉。2014年10月份，县水利局、枣市镇政府
就该村安全饮水问题，召集该村干部、水厂负责人周某、镇
水厂负责人进行协调。经协商，由镇水厂出资收购周某的
水厂，县水利局安排安全饮用水工程项目，由镇水厂组织
实施。目前，镇水厂主管已铺设到村中心，已入户26户，另
村中心处安装了水龙头，免费向尚未入户的村民提供饮用
水；预计农历年底前可全部实现入户。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速递公司可以代收关税吗
编辑同志：

我儿子在韩国，经常会给我寄一些东西。6月初给我寄
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些洗发水之类的东西，被长沙一
邮速递服务公司扣下， 要求我缴纳300元关税和80元委托
代理费后才能收到物品，否则货物就要没收。以前寄的物
品，也被海关要求缴关税，但都有长沙海关的扣货通知书，
这次仅收到长沙一邮的“国际邮件报关通知单”。难道长沙
一邮速递公司能行使海关的权利？且我交了380元，也没有
任何收据票据，是不是长沙一邮打着长沙海关的牌子乱收
费？希望有关部门查一查。

刘女士
记者调查：

6月25日，记者电话联系了长沙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个人邮寄进境物品，海关依法征收进口税，长沙海关委
托长沙邮政代收国际邮件的关税，对国际邮包采取抽查的
方式，该投诉者包裹里的物品是洗发水，属化妆品类，按相
关规定按价格的50%征收关税。按海关总署公告2012年第
15号规定，《完税价格表》未列明完税价格的物品，按照相
同物品相同来源地最近时间的主要市场零售价格确定其
完税价格。 如果购买商品的价格高于该价格的2倍或是低
于二分之一的，可以凭有法律依据的小票或是发票，向海
关驻邮办申请价格重新认定。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平江县南江镇近几年城镇化建设大
大加速，城镇规划范围越来越大，城镇基
础建设也越来越好。可令当地居民非常不
满的是， 他们如果想要改善居住条件，建
个安居之所，却要比别的城镇居民多花一
大笔冤枉钱：自2013年始，该镇建房户必
须向镇政府交上数万元的“赞助款”才能
给办理建房手续。

居民反映：建房要先交“赞助款”
6月上旬，一名署名为“爱管闲事的小

人”， 在网上发帖质问平江县南江镇批地
建房时向人索要“赞助费”的行为。该帖
称，平江县南江镇给居民批地建房时强制
收取高额的“赞助费”，有的居民比较穷，
实在没有钱交赞助费。但南江镇政府就是
一道指令，不交钱，电力部门不能开户供
电，水力部门不能开户供水，居民只得乖
乖交钱。

发帖人还上传了一张2014年11月11
日南江镇桥东村居民李某的“赞助款”收
据，该收据使用的是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付款人是李某，收款人是“南江镇
财政所”，金额为3万元，注明的收入项目
是“赞助款”，盖着“平江县南江镇财政所”
的大红公章。

几年下来，南江镇政府到底收了多少
“赞助费”，这些钱用到哪去了？居民们谁
也不清楚。

“赞助款”引来许多不满
镇政府凭什么收取居民的“赞助款”？

6月中旬， 记者来到平江县南江镇进行了
调查。

南江镇桥西村居民李想，因为不愿向
镇政府交纳8.5万元“赞助款”，而被迫非法
建房并与镇政府打了一场官司。6月20日，
记者在李想的新居见到了他。 他告诉记
者，2013年上半年， 因其居住的房屋已成
危房，急需改建。经过村委会同意，他多次
向南江镇政府打报告申请在原址改建房
屋，但他跑了无数趟，镇城建办却要求他
必须先交8.5万元“赞助费”才能批准建房。
李想要求对方出示收费政策依据，对方拿
不出。李想在正常办理建房手续受阻的情
况下，被逼动工建房。2013年12月13日，镇

政府组织人员将李想新建的部分房屋进
行了强拆。李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决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并将其房屋
恢复原状。2014年3月，法院判决镇政府强
拆程序违法，但驳回了李想的其他诉讼请
求。

李想说，他的官司算是赢了，政府后
来没有再来阻止其建房。但如今，新房已
建好并住了进去，但房屋的合法手续仍无
法办理。镇政府最近找到他，说减免他一
些钱，交6万元“赞助款”后就给办手续。李
想说，别的地方老百姓建房都只要交纳国
家规定的费用就可以，为何南江镇政府却
要强迫百姓交“赞助款”？他听说本组有人
确实交了8.5万元“赞助款”后才办好了建
房手续，但李想表示：就算再打官司，自己
也绝不会交纳这种没有政策依据的钱。

南江镇更多的居民对此只能选择妥协，
心不甘情不愿地交了“赞助费”后才建房。从
居民们送来的票据中， 记者看到：2014年11
月桥东村李某建房交了3万元，2015年4月桥
东村黄某建房交了4.5万元……金额最少的
也有1万多元。在记者的调查中，居民们都
对镇政府的这种强制收“赞助费”的做法

表示不满。他们说，镇政府要求建房户交
纳“赞助款”，既未出示收费依据也没有收
费标准，有的人交得多，有的人交得少，他
们对此实在想不通。

镇政府：收钱是为了搞城镇建设

南江镇镇长李明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他承认，自2013年开始，镇政府确实
向已纳入城镇规划范围内的建房户收了
1至2万元不等的“赞助款”。主要原因是
近几年该镇大搞城镇化建设， 城镇基础
配套设施经费紧张， 但上级没有相关经
费下拨。他们收来的钱主要是用于修路、
地下水管网及路灯等城镇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 他们也知道这笔钱收得没有法律
依据， 但这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做法。对
此，大部分居民是理解和赞同的，有意见
的是极个别人。

记者询问“赞助款”的收取标准，李镇
长说没有具体细则， 主要是城建办在具体
操作。两年多来，南江镇每年究竟收了多少

“赞助费”， 这些钱是否真正全部用于城镇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记者提出想要看看该
镇“赞助款”的详细收支情况，李镇长以财
政所经办的3名工作人员都休了病假为由
没有提供。只是表示，他们的工作确实有不
到位的地方，比如每年的“赞助费”的收支
都没有进行公示等，今后他们将进行改进。

《给长沙道路命名提点意见》一文引起反响———

长沙市民政局解答市民关切
易炼红要求加强和改进地名管理工作

·岳阳： 过铁路通道不畅影响村民生产
1367152xxxx： 京广铁路在岳阳市云

溪区路口镇南太村邓家冲段有个铁路涵洞。
原来建铁路时只是个泄水道， 电机化铁路
通车之后， 仅把原来的泄水道稍改一下，
就当作当地村民唯一过铁路的通道了， 但
泄水渠道依然经过涵洞。 现在每到下雨，
涵洞里就全是水， 村民难以通过， 怨声载
道。 加上出洞后到田里形成了近45度的陡
坡， 农用设备和车子没有一样能上得去。
而村民很多田土都在铁路对面， 通行困难
造成生产极其不便， 甚至致使田地荒芜。
希望相关部门为当地村民解忧。

·邵阳： 水库出租养鱼 村民无水可饮
1565811xxxx： 邵阳县金称市镇金良

村的栗山院子水库是该村唯一的生产生
活饮用水水源。 但水利部门把水库出租给
私人养鱼， 而养鱼人在水库用粪便养鱼，
造成水库水质肮脏不堪， 不能饮用， 全村
饮水困难。 政府答应的自来水也始终不见

修。 修水库本是为广大村民造福， 岂能因
个别人的利益而损害群众的利益呢？

·耒阳： 东湖盗窃案多发
1334967xxxx： 近来， 耒阳市东湖地

区发生多起盗窃案， 盗窃者日益猖獗。 现
在农村多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弄得在
外地打工的人们不能安心工作， 在家里的
老人妇女儿童也惶惶不可终日。 希望公安
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还我们一个安宁和谐
的家园。

·桃江： 错误信用记录难纠正
1372548xxxx： 我叫高小平， 从未在

信用社贷过款。 但日前发现自己竟有一笔
桃江县灰山港镇金沙洲信用社2006年至
今的不良贷款， 影响了我的信用记录。 我
去金沙洲信用社询问， 工作人员说是与我
名字同音的人借的款， 连性别、 地址都不
同。 我不想过问其中事由， 只想消除不良
记录， 但经多次投诉， 至今无法解决此
事。 本专栏编辑 田燕

记者调查 发生在平江县南江镇的怪事———

镇政府向建房户强收“赞助费”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

ｗｗｗ.ts.voc.com.cn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13973128110

6月30日，市民从东风路被掀起的下水道井盖旁小心地走过。附近居民反映，郴州
市区东风路口人行横道上的井盖被人掀起有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没有恢复归位，给市
民出行和过往车辆行驶带来不便，希望有关部门迅速予以处理。 贺茂峰 摄

回音壁

!"#$%&'() *+,-./012
$3%&'( 45678 9:;<=) >?
01@ABCD*+,EF:GHI JKLM
N- !"# O88P2$9Q;<=R-STUV
WX%YKZ[<=-\]I ^_2`abc
def9Q;<=R-STgh

$"!% i & j $" kl ' j (! k2 %Ym
*$%&'(R%?noHpHT2q*nor
H3stuTv!!"#!""#!#"#!$"wH
xr2yzd{|9:;<=RBCSTI ST
}~��2 ~�L $"!% i ' j !& k�) j &
k:G2������&%Y (" �I

{�]STBC��-�2��ST��
���?ST-��:GI ��2%Y��m
3sXtuTv!!"#!""#!#"#!$"wH
xr2��*%?����� ¡¢2£¤¥
¦§¨©ª«¬ª®1¯H°±²³´µ
¶·¸¹Tº ¹T·¸»2%?¼1¯H°±
²³´µ¶½r¾¿2£ÀÁ%YÂ�Ã|3%
&'( 45678 9:;<=R@ABCÄ

ÅÆÇÈ~É|%YÊR«|ËÌÊRÍ2wH|%Y
ÊR®HT%YÎË2|ËÌÊR¼Ï1¯H°
±²³´µ¶ÎËÐ *��STk-Ñ ( Ò2
Ï1¯H°±²³´µ¶���%?«$ËÌ
ÊR-¬ªÓÔl,H°I ,H°*ÕKÖ
×»2�ØÙÚÛ«%YÜÝde$9:;<
=R-ÞßSTÐ

àáâã-�2väSTåæ-pHT%
?2çzdeèéêëìí-r�ST2îï
Éð& j $" kl ' j !" k��-väSTå
æ-%?2 çzde ' j !& k-ñòSTó'
j !! kl ' j (! k��-väSTåæ-
%?2çzde ) j & k-STÐ *�¤ô%
Y��2õö-%?vä|9:;<=R-ST
÷ª2ø�åùê:GSTúû2üý;<=2
±þöÿ�HT!xrg" !!"#"

! "#!
& j $( k#2H$%&%?'()ý

*:G+ $"!%"'$ ,-TÐ õ,.$'(
)/T-s % â2 ÆâT8É ')! 60
12wH+,23r%Y45râÐ 6,
7%H°89:;2HT%?¼23<=

>?@AB *(!"!""& Câ¶DsÐ & j
$% k0E2;TáÛFG�ÈH�ÍIJÞ
¦,7%H°KTL2MNX'()/T
T8Ð

%&'()*+
*,H°MTLO2 FG�PáQR

ST26UVW2X'()01W2UÿY
ZL[�no2�r\�]w�-^%YÐ
¼LX_��ï`2 ab0«êë0cJ
Kde2��'()¸ÉXU-ñfnoÐ

|g%[_0i2+hijk'()2Tl
;2T8m2;nnobopq )*g%ê2
FG�rrstt9uv2 w»xäX_
-yzf{rR|}2 ��cs~ *+% â
|}2q�â|}cs��¬�CâÐ �[
�HT-%?2¼L��-� ',! ¬�2�
��XHõ,r�T�2 �45 & â��
T2T8}� ')( 61Ð

,-./01234567
89

& j $* k2 FG�-�s����2
-s»�0�2yzÒ���2����

���X_-����Ð �aU�ê~%
?-^�Câ¶ê2FG��F�Câ¶
���s-H'()r�T-����2
L�U� �¡t�¢£Ð|õ9:�O
t¤-T|}ê2+¥%?c�¦s§�
¨éHT- ÿ�X_Ð )FG��©ª
«¬X_-®J2 ¯°U[�±²¢Ð
®J��Éw2zá³´�*X_-n
µ2FG��F-�¶¿�H2�HT%
?·®Jt2®J[bJ¡Ä��³´
HX'()r�TÐ

:;<=>?@A
*,7%H°%Y¸¹Lí2FG�

SSº#HT%?2Pá»~STÐ U¼
HT»+rêë�¤X®J2�·[R?
®J~½;9JÐ®J*r¾¿Pá»
~Àé2U¯°³´2X_�åÁ_ÂÃÄ
Â�2ÅÆ³´co��Ç°�K[RT
8Ð|ÈÉT8cÊa�X_-X2D�Ë
Lrêå�?Ì·2 ¿��»Í±±Î
Ï2ÐÑèÒ [R?`_�Óq )

!$%"

!"#$%&'()*+,-. !"#/0%1 !"#$%&' ()*+,-.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