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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话题

编辑同志：
天然气进入绥宁县已经好多年了，但

该县东方明珠小区的天然气入户管道工作
却混乱无序。 我几年前就交了500元开户
费，几年过去了，至今不见人来接入户管。
今年10月份， 我又去负责此项业务的九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交了2000元， 但至今都
没有人来接管及开通天然气。 马上就年底
了，大家都想年底搬进新房，可燃气都没开
通，叫人怎么入住？希望有关部门重视，早
日解决这个民生问题。

一住户
记者追踪：

11月7日， 记者致电绥宁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对方回复说，使用管
道天然气在绥宁还是个新兴事物。 东方明
珠小区是个老楼盘，有住户1000多户，当初
建设时，天然气还没有进入绥宁县。2017年，
绥宁九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东方明珠小
区安排统一施工， 因当时在施工过程中，有
部分业主及物业对九丰公司燃气安装工作

不理解、不支持，抱着看看别人是怎么装的、
下次再交钱报装的心态，没有在统一时间内
统一开孔入户。如今，该小区用户后续单独
申请开孔入户， 势必造成九丰公司重复施
工， 产生的费用远远高出所收开户费用。为
妥善解决重复施工费用增加的问题， 今年8
月，九丰公司再次对东方明珠小区统一免费
进行了开孔入户工作，但因费用太高，正在
与施工队协商再次施工未完成的后续问题。
另外， 由于该小区已有部分业主用上天然
气，庭院立管焊管接管需关停气源，给施工
安全、通气安全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
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施工进度。目前，九丰
公司正在积极协调东方明珠小区后续安装
事宜，争取在年底前将该小区已缴费用户的
户内燃气管道安装到位。

令人欣慰的是，自从2018年起，住建
部门已出台规定， 要求楼盘建设之初就要
做好水、电、气统一施工，避免房子建成后
再施工造成困扰，照此规定执行，这样的事
有望不再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资兴市东江镇双溪村一带， 特别是原

文昌村，虽然修建了自来水设施，却经常没
有自来水供应。 如9月28日至10月10日，就
整整13天没有自来水。据了解，村里自来水
是在山上接的山泉水， 如果长期不下雨就
没有自来水供应，特别是每年的夏天，雨水
较少停水如家常便饭， 请政府帮我们解决
饮水难题。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资兴市水利局回复称，收到群众反映后，

市水利局派出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发
现双溪村现饮用的确实为附近的山泉水，
前段时间由于久旱无雨，水量水压变小，居
民用水受到影响， 特别是一些楼房高的住
户更为明显。据了解，双溪村等村组已列入
了郴电国际供水范围， 目前正在进行规划
设计，争取早日能接上郴电国际的自来水。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呼吁建议

编辑同志：
新化县杏林医院给已被处理注销车

牌的私人救护车重新上牌 ， 让这台湘
KQS960救护车继续在长沙从事非法营
运。 希望新化县卫健局以高度的责任感，
严肃处理此事，不让非法救护车继续祸害
百姓。 一市民

记者追踪：
11月4日， 新化县卫生健康局回复

称，收到记者的反馈后，该局立即组织
对该车辆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新化
杏林医院湘KQS960救护车系新化杏林
医院于2018年10月16日购买， 行驶证
发证日期为2018年10月23日， 使用性
质为救护。按照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严

格医疗机构救护车管理的通知》， 该医
院只能保留一台救护车，卫生健康局约
谈了新化杏林医院法人代表，要求其一
周内整改到位，注销湘KQS960救护车，
并规范另一台救护车的管理。卫生健康
局还组织全县所有医疗机构负责人召
开了“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救护车辆管
理”会议，要求各医疗机构进一步加强
对救护车辆的管理，完善救护车辆管理
制度，明确使用范围，严格出车台账管
理。

近几年黑救护车不少见，群众经常被
蒙在鼓里，不规范的救护车可能会对患者
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希望卫生主管部
门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平江县安定镇至社岗路段的106国

道 ，渣土车超载超速严重 。此路段规定
速度是 60km/h， 而很多渣土车仗着保
险全 、车子高大 ，严重超速 ，还常常贴着
人急驰而过 。路上常见几十米的刹车痕
迹 ，而这里又没有监控设备 。安定镇沿
路有众多中小学生 ，渣土车横行对学生
构成严重安全隐患 ，请求有关部门尽快
治理 。

刘先生

记者追踪：
平江县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回

复称，县治超办已对长田货车超载不停车
检测系统升级改造，并且长田检查站有专
人值守，驻点检查，该路段货车超载情况
已较大下降。超速问题的解决途径：一是
加大交警巡查力度，目前已安排治超中队
和二中队开展不定期巡查；二是争取政府
重视，加大投入，尽快在该路段安装区间
测速设施。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 � � �·乡政府欠我们工程款20余年未结清
1997年元月，我和朱声远在桑植县岩屋口乡

政府（后合并至河口乡，现又合并到陈家河镇）承
包了鲁班大桥建设，大桥1998年5月竣工。乡政府
未支付17.5万元的工程款。我们追讨到2009年，县
发改局才拨付了10万元工程款，至今我们还拖欠
农民工工资7.5万元。后来我们多次找政府有关部
门讨要工程款未果。2015年7月，朱声远等19人到
桑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 由于乡镇撤
销、合并，支付工资的责任主体单位不明，桑植县
人社局便向县政府请示， 请求政府明确承担支付
工程款的责任主体单位。时间又过4年有余，我们
还没有得到桑植县政府的任何答复。时至今日，乡
政府拖欠我们工程款长达20余年还未解决。

刘碧如
·成立业主委员会怎么那么难
株洲市荷塘观邸小区自2016年一期陆续交

房至今，已有11栋入住，居民有几百户，且满两年。
小区居民于今年10月份自发要求成立业主委员
会， 向荷塘悦色社区居委会递交成立业委会的申
请。该社区派人来小区指导后，说小区不具备成立
业委会条件，后面二期三期还没建好。荷塘观邸小
区于2012年开始建，至今只完成一期11栋商品楼
交付，该小区计划45栋房，二期十多栋，三期十几
栋，按目前速度，建好至少还需要十多年。目前小
区存在绿化、休闲场地缺失，垃圾蚊虫、路基开裂
等问题，业主多次找过物业、开发商，但都没有回
应。 难道小区居民一直都没法成立业委会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吗？ 张先生

·马路边私设地锁圈占停车位谁来管
怀化市城北巷御花园门口路边两侧一直到绿

海新城门口，好多人私设地锁圈占停车位。本来路
两边都是公共停车位，现在都成了私人地盘，安个
地锁，谁占谁先得。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一市民

微言微语

燃气迟迟不入户
住户入住受困扰

编辑同志：
我是怀化人，经人介绍于6月3日至8月

8日在S311桃源火车站至龙潭的公路工程
02标项目部资料室担任工程计量员。 该项
目的建设单位是桃源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承包单位是蓝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我主要负责计量和变更资料整理工
作，工作期间我一直兢兢业业，很好地完成
了6、7月份的工作。

但在7月份工作期间， 我经常出现胸
闷、头晕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好几项指标
严重超标。为了不影响项目部后期的工作，
我提出辞职回家治病休养， 项目部批准了
我的辞职申请。离职前，我把所有经手的工
作交接给了同事和其他相关人员，离职后，
项目部还一直打我电话让我带病无偿远程
指导新手做项目上的事情。谁料，项目部却
拖欠我两个多月的工资迟迟不发。 无奈之
下，9月初， 我向常德市人民政府递交了投
诉信件， 龙潭镇政府通过调查并受理了此
案，订立了调解书，约定于10月25日之前，
由蓝海建设集团项目部付清拖欠我的工

资。但项目部毫无诚信可言，60天的办理期
限已到尾声， 所欠工资仍不支付。10月28
日，龙潭镇政府办理了结案，要我向上一级
人民政府提出办理请求。

项目部如此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有关部门难道就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龙海
记者追踪：

11月4日， 桃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回复说，投诉人反映在蓝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工作被拖欠1.1万元工资情况属实。在
该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督促下，蓝海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愿意当面支付所拖欠的工资。

据了解，11月7日上午，双方已在该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处理好了工资支付及工
作交接事宜。

遭遇欠薪，劳动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不
仅要快速有效地为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
还要对用工单位的“老赖”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在全社会营造“欠薪”必受处罚的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短期工作工资被拖欠

编辑同志：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规定，

电动车实施免费注册登记，免行驶证，免年
检。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电动自行车登
记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免费为群众登记
上牌。 电动自行车申请注册登记只发放号
牌，不制作也不发放行驶证。电动自行车登
记项目只有三项，分别为注册登记、转移登
记和注销登记， 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后无
需再作任何检验，不增加车主任何负担。

可是，耒阳市公安局从去年起，上牌就
开始收费260元，到今年《湖南省电动自行
车登记规定》实施的9月后，还在继续收取
登记费用。 现在耒阳的电动车上牌是授权
给电动车销售点，销售点收取271元登记上
牌费用。耒阳的这种做法违反了有关规定，
请有关部门督促其纠正。 一市民

记者追踪：
11月7日，记者致电耒阳市公安局，工

作人员回复称，电动车登记备案工作，是市

委市政府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进行的一项
便民安全防范措施。 耒阳市电动车集中登
记备案工作从2018年12月24日开始，并明
确规定按照“一律无偿登记备案，一律自愿
有偿安装防盗装置和办理商业赔付服务”
的原则进行。 防盗备案号牌由政府免费提
供，自愿有偿安装防盗装备：电动两轮摩托
车按每套120元/3年标准， 由安防企业收
取费用(含防盗电子标签安装费、使用服务
费、三年盗抢赔付服务)；50CC以下两轮燃
油助力车按150元/车的标准收取费用 (含
防盗电子标签安装费、使用服务费、三年盗
抢赔付服务)；车主按照自愿原则，购买每
车50元/1年、100元/2年、145元/3年的车
辆三责及人身意外保险， 由保险公司负责
理赔。

记者认为， 公安部门推行防盗装置当
然是可以的， 但还是要建立在车主完全自
愿的原则之下， 如果强行搭售只会引起群
众反感。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电动车防盗装置应自愿安装

编辑同志：
我们是醴陵市栗山坝恒大建材有限公

司旁边的居民， 恒大建材申报的年产值为
10万吨，但现在是月产值30万吨，不断扩大
的生产规模造成空气中尘埃越来越多，让
人根本无法呼吸，居民家都不敢开门。居民
房屋因运输车辆振动过大， 已造成大门关
不上，水泥地开裂。居民们投诉多次，环保
部门也责令该公司停产整改， 但他们仍在
偷偷生产，希望环保部门加强监督，为百姓
解难。

一居民
记者追踪：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回复称，
10月中旬，环境执法人员对醴陵市恒大建
材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

该公司处于停产整改中， 但现场可见厂区
出入路面粉尘明显， 来源主要为车辆运输
扬尘和物料露天堆放产生的扬尘。 噪声主
要来源为车辆运输噪声。 针对粉尘污染问
题，该公司配备了清洗设备、设施，并采取
洒水车对路面进行洒水抑尘， 但抑尘效果
不佳。 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公司作出了处理
意见，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三防”要求做
好物料贮存工作，同时做好运输车辆覆盖，
车辆进出厂区必须进行清洗， 加大路面洒
水频次，配备专人进行道路清洁工作，减少
扬尘污染。合理安排运输时间，避免影响周
边居民正常生活。 对其未取得扩建环评批
复将进行立案处理。 醴陵分局表示今后将
对该公司加强日常巡查力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恒大建材粉尘污染严重

双溪村盼望解决自来水难题

莫让变味的“公益”进校园

救护车管理须规范

重视渣土车超载超速问题

校方必须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安全饮用
水，对此，教育部门早就有明确的规定。桃源
县沙坪镇中学学生的用水情况到底如何？日
前，记者就此来到该中学进行调查。

在校门口，记者正好遇到一名学生家长，
她拿出手机告诉我们， 她注册的利健教育
APP里，不仅记载着孩子用水的情况，还有购
物、在线教育等内容。她孩子的教室里原来有
学校提供的桶装水， 虽然每月收取2元钱，但
家长们还是接受了。自从饮水机安装后，教室
里的桶装水也没有了， 她只好也按要求注册
账户，并充值了100元。对此，家长们确实有些
意见：不仅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也不利于家长
控制孩子消费，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个人信息
被他人掌握了。

沙坪镇中学是一所九年义务制学校，中、

小学生共有900多人。 该校的兰校长告诉记
者，深圳利健有限公司的人是9月10日找到学
校的，说是免费赠送4台饮水机。饮水机提供
的是常温水，学校从安全、方便的角度考虑认
为是一件好事，就与公司达成了安装协议，校
方提供场地， 供应水电， 并配合公司进行宣
传。兰校长说，他们也清楚，公司的主要目的
是获取家长数据， 在其平台消费以达到盈利
的目的。国庆节前夕，有家长认为此项目是假
公益并进行了举报， 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负
面影响。经学校研究决定，自10月21日起，要
求已成功注册的家长一周内在平台上申请退
款，学校的《告家长书》已发放到每一个学生
手中。

校方是否给学生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水？
兰校长坦诚地说：过去，确实有些班级购买了

饮水机在教室里使用并收取一定的费用，这
也是违反规定的，现在他们也进行了整改。为
证实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水， 兰校
长带记者来到了食堂， 食堂里的木架上确实
放了两个装开水的铁皮桶， 水是厨房的人烧
开后倒进去的。然而，记者仍感到疑惑：近千
人的学校，都要在这两个小桶前抢水喝？

记者与深圳利健有限公司驻常德的一位
姓伍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他们在
桃源、石门等县都进行了推销，其中，桃源县
有3所学校已安装了他们公司的饮水机，沙坪
镇中学有700多学生使用他们的机子，现在已
有四五十个学生退出了。

这位负责人坦言：作为商家，最终目的肯
定是要赢利的。 他们的网络平台是专门为学
生打造的，主要有购物、在线教育、智慧校园
等内容，现在主要是对平台进行宣传，引导家
长和学生进行关注。

在一些开发运用APP软件的公司眼中，
校园市场潜力巨大，商机无限，因此，它们经
常把校园作为业务重点推广领域， 很多商家
通过一些优惠奖品、 赞助项目或直接给回扣
的方式，让学校帮忙推广，引导学生和家长下
载使用。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免费的午餐，公
司往往以获取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和流量为目
的，除了师生能体会的变相消费外，还充斥着
广告、游戏、购物等内容，瞄准的是家长和学

生的钱袋子。
针对近年来形形色色APP进校园的乱

象，去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
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
其中明确规定：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
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建立“双审
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严格
审查APP的内容及链接、应用功能等，并报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 要把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组织使用的学习类APP
纳入统一管理， 未经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
审查同意， 教师不得随意向学生推荐使用
任何APP。

企业向学校搞捐赠等公益活动一直是全
社会所提倡的，但是，近年来，关于公益活动
变味的投诉却是源源不断。 一些企业借捐赠
之名，行牟利之实，这是对爱心的一种亵渎。
在形形色色的公益项目面前， 我们一定要睁
大眼睛，分清是真爱心还是假爱心，不要被假
公益所利用，让它染指校园。

校方承诺进行整改

APP进校园 教育部门应当严格把关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学生一向被不少商家视为有潜力的用
户群体，他们想方设法打进学校，以期扩大
市场。网络时代，用户即是金钱，为了建立
稳定的用户圈，谋求商业利益，一些网络企
业更是以公益活动等各种名义， 将经营触
角伸进校园，也引来了不少非议，尤其是一
些家长的不满。

“公益行动”引起家长置疑

前不久，有家长向记者反映：9月份，桃
源县沙坪镇中学接收深圳利健有限公司发
起一个饮用水公益项目， 深圳利健有限公
司向学校捐赠学生饮水机4台，为师生免费
提供过滤后的常温水。 家长们本来以为这
是好事，可令人不解的是，该公司一方面说
是公益捐赠， 另一方面给每个学生发了一
枚取水芯片。芯片激活时，需家长先下载利
健教育APP，注册真实有效的账户，并在账
户上充值100元，否则，芯片不可用，也就不
能取水喝。 充值的钱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商
品、搞在线教育等，如果不使用，学生转学
或毕业时可以申请退款。 公司的宣传单还
特别注明： 所有业务的经济往来家长与平
台对接，学校不予负责，好像这件事与学校
无关似的。

这算什么公益行动？ 分明是典型的
商业销售行为。投诉家长认为，本应该由
学校义务提供的饮用水， 却成了商家营
销的机会，还打着公益的旗号。希望教育
部门管管此事， 并合理解决学生在校饮
水问题。

漫画/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