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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欧金玉

2019年7月起，交通运输部大力推
行高速公路 ETC 电子收费系统，ETC
不仅能提高车辆通行效率，还能减少污
染排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交
通部门的大力推广下，ETC 用户快速
增加。但也有些地方推广方式不规范，
有的售后服务没跟上，引起一些车主的
不理解甚至不满。如何把ETC这件好
事办好，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推广方式不规范
引起部分车主不满

推广 ETC 时，一些地方的做法引
起不少车主的不满。2019年12月4日，
沅陵收费站曾打出“1月1日起，未安装
ETC 设备车辆，不得上高速”的标语。
湖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事后称，是
收费站将“客车(轿车)2019年12月2日
起，货车自2020年1月1日起，未安装
使用 ETC 的车辆不能快速、便捷通行
高速公路”错误理解为“1 月 1 日起，未
安装 ETC 设备车辆不得上高速”。该
站也立即删除表述错误的标语并致歉。

2019年12月14日，株洲交通运输
官微发布，引发争议的《关于株洲市车
辆检测机构配合 ETC 推广安装的通
知》由当地三部门联合发布，尚未正式
实施。当地承认该文件存在把关不严
的问题，不应把安装 ETC 作为年检的
强制性要求，已要求发文机关立即改正
错误，撤销文件，引以为鉴。

2019年11月底，有读者反映在二
广(G55)高速北往南的永州市蓝山县南
风坳收费站，有穿着带有“交通”标志反
光背心的人员，拦下路过的车辆，强制
收走车主的行驶证和身份证，把车主带
到某银行的临时办公室，要求车主办理
ETC。

还有读者反映,自己的车被人抢注
办了 ETC。青岛一网友说，他在当地
办理 ETC 时，显示他车辆已在湖南办
了，经查是在长沙的建行办的，他要求
银行进行注销。

也有不少读者反映，一些收费站在
还有许多车主没办理ETC的情况下就

大量减少人工收费通道，造成人工收费
通道拥堵，是对没有装 ETC 车辆的不
公平。

售后服务有待跟上
使用 ETC 的车主总体反映 ETC

方便快捷，但也有一些车主反映 ETC
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称解决问题很麻
烦。网友在《湖南日报·投诉直通车》对
ETC 吐槽较多的是：收费错误或者重
复、ETC刷不了卡、被列入黑名单无法
解除、无法注销、信息延误等问题。

网友胡先生反映：2019年11月25
日，我从长沙去益阳办事，在益阳收费
站出口被收费人员拦住办理了 ETC，
回程时我走了 ETC 通道。11 月 28 日
接到短信提示，发现收费高出了正常收
费 3 倍。11 月 30 日，我好不容易打进
了湖南高速交警电话，工作人员说要3
至5天反馈。12月4号收到来电，告知
是我的车型登记错误，要我去找相关银
行办理，然而银行称，费用没办法退，要
我注销后再重新办理ETC。

网友李先生抱怨，2019年11月23

日下午，他驾小车从衡阳市蒸湘区雨母
收费站至衡南县车江收费站往返，但直
到27日才收到ETC扣费信息，这样延
期发送扣费信息已有很多次了。扣费信
息只显示年月日，没有显示几时几分，如
果一天多次走高速，更是一本糊涂账。

长沙余先生反映在中国银行岳麓
支行办理了 ETC，2019 年被无故纳入
黒卡，自5月份开始一直与银行联系处
理，但几个月都没有解决。直至当年
10月，银行才处理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网友反映ETC收费出现
错误。记者拨打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
热线96528，工作人员回应称：“出现误
扣费、重复扣费等情况，车主需先拨打
96528热线说明情况，再提供银行通行
明细对账单，待省高管局技术部门核实
并反馈给银行，工作人员将会在 3 至 5
个工作日向车主告知核验情况。在每
月月中，省高管局统一将退费名单转交
至银行，待银行查实后，再提供退费表
交由高管部门审批，审批将在 10 个工
作日内完成，最后审批完成由各银行进
行退费。按这个流程至少得一个月以
上。

交通部门将加大客服体系建设
2020年1月1日起，全国高速公路

启用新收费模式，全省 25 个省界收费
站已取消，按照交通运输部总体部署，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模式统一切换为分
段式计（收）费模式。高速收费站将变
为以 ETC 收费为主、人工收费为辅的
开放式收费。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主任王
光辉介绍，目前，湘籍ETC用户总数已
达 718 万，小车保有量大约为 850 万
辆，安装已达85%左右。实施新收费模
式后，ETC车辆均可享受通行费9.5折

优惠。
对于 ETC 售后服务这一块，省交

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陈玉洁介绍说，做
好ETC的售后服务是接下来的重要工
作，就目前用户反映的 ETC 售后服务
存在的部门推诿情况，现已要求统一由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解决这一问
题。对于被抢注，信息占用的情况，交
通部门也很重视，已经开发出中国
ETC 服务官方小程序平台，从微信小
程序里搜索“中国ETC服务”，进入“我
的 ETC”，占击“解除车牌占用”，可以
立即解除车牌占用。高速公路联网收
费中心 ETC 管理中心主任李密说，今
后将致力于改进ETC的售后服务。过
去 ETC 发行规模不大，售后服务中需
要各项审批，时间的确比较长。随着
ETC 大面积安装，有关部门正着手售
后客服体系建设，加快售后处理流程。
车主可以拨打“95022、0731-96528、
12328”进行反馈和投诉。交通部门将
会在技术上减少误差，售后服务更优
化，更好地为广大车主服务。

交通部门提醒，目前省内大量人
工收费车道已改建为 ETC 车道，部分
人工收费车道因设备更替调试可能
出现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一些收费
站在高峰时段出现了人工车道排队、
拥堵现象，预计短时间内还会继续存
在，敬请车主谅解。同时呼吁广大车
主尽快安装 ETC，早日享受一路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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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2019 年 11 月 18 日，会同县许

多小学都有商家进入学校，进入教
室，向一群没有购买能力、没有社
会经验的未成年人售卖平板电脑，
售价800元一台。孩子回家便吵着
要买。我了解到，坪村、林城镇、长
寨等地小学都有小学生购买。我
电话联系孩子班主任，班主任说是
县教育局委托商家来学校售卖的。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商家
为什么能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搞销
售呢？望学校和教育部门能管管
这种情况。 学生家长

记者追踪:
2019 年 12 月 25 日，会同县教

育局回复说，2019 年 1 月，怀化市
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下
发了《关于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助
力教育扶贫”捐赠活动的通知》，由
某公司向农村学校捐建一个“留守
儿童-湘涛教育爱心家园”。即捐

赠大功率音响 5 台，资助优秀困难
留守儿童 20 名，每人一次性资助
现金500元，每人捐赠爱心书包一
个。同时，向该县义务阶段其他学
校捐赠大功率音响 1 台，眼部按摩
仪5套，爱心书包5个，并资助一名
优秀贫困学生现金 500 元。县教
育局确定连山小学接受“爱心家
园”捐赠，并举行了捐赠仪式。该
公司当时承诺，不在校园推销产
品，不强行摊派学生购买产品。谁
料，该公司在部分学校捐赠后，推
销其公司产品平板电脑，学校知道
后进行制止，但仍有部分学生及家
长自愿购买了平板电脑。

县教育局已通知各校停止一
切相关的捐赠活动，禁止任何企业
借捐赠之名进入校园宣传、推销产
品。如已购买产品的家长要求退
货，可直接与学校联系，教育局会
随时追踪并要求学校妥善处理好
此事，给学生家长一个满意答复。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商家以捐赠为名进校搞促销

编辑同志：
我是耒阳市新市镇一村民，

2019 年 3 月，耒阳农商银行新市支
行公示不良贷款客户名单，竟然有
我的名字。我于是去新市支行了解
情况。银行贷款负责人员查询告知
说，我于1994年至1996年先后在该
行贷款 6 笔，已逾期 20 余年未还。
我从未向该行贷款，我发现银行的
凭证存在不少问题，如原始单据中
借款人身份证号码与本人不符，住
址与本人身份证不符，非本人签字
等。接到我的反映后，该行行长表
示会查清此事，我以为此事到此为
止了。

谁知到了2019年10月份，该行
长沙地区催款人员不知从哪里弄到

我儿子手机号码，并打电话进行催
款，宣称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得知
此情况后，我又去新市支行了解情
况。但是此时已经换了新行长，他
表示不知情。我到耒阳市中国人民
银行打印征信记录，发现此事并未
解决，我还是上了征信黑名单。我
又到耒阳农商总行投诉，贷款部负
责人表示两个月内会查清此事。但
至今为止，已超过期限，电话咨询就
是一句：还在查。

此事已对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被村里人当做老赖，子女在村里
抬不起头。为什么纠错这么难？请
求上级有关部门关注此事，严肃处
理失职失责者，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胡盼

编辑同志：
本人系冷水江市建新居委会

居民，从未接触过毒品，却在 2006
年被冷水江市公安局录入为涉毒
人员。本人一直不知情，直到2008
年在云南工作期间被当地派出所
传唤去尿检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此后多年，本人与冷水江派出所多
次沟通想消除这个错误的记录未
果。一直拖到2014年5月份，冷水
江派出所才通知我到冷水江做笔
录及尿检，准备消除这个错误。

原以为以后就没事了，谁知
过了一年，我在办理驾驶证年审
的时候又被告知要尿检，原来涉
毒记录根本未消除。2017 年 7 月
中旬，我又赶回冷水江递交了有
关材料。这下以为可以消除记录
了吧，结果 2018 年驾驶证年审的
时候又要尿检。多番沟通之后，
2018 年 11 月我又去娄底市公安局
禁毒大队剪头发做检验，派出所
方面信誓旦旦告诉我，说这次绝
没有问题了，我心头犹如卸掉了
一块大石头。但 2019 年 12 月 20
日，我又接到长沙县湘龙派出所
的电话通知我去尿检。

我经常一住酒店就被当地派

出所传唤去尿检，每年驾驶证年审
要去尿检，多次在火车站等大庭广
众之下被警察拉去盘问尿检，给我
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麻烦。这个
错误纠缠了我这么多年，公安部门
纠正一下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这么
难吗？

李先生

记者追踪：
记者从冷水江市公安局了解

到，2018年7月,冷水江派出所接到
李某反映其户籍信息中有吸毒记
录后，立即组织民警进行多方面的
核查工作，并找到李某制作了询问
材料，如实撰写了《关于申请删除
李某吸毒人员信息的情况说明》。
随后，民警带李某到娄底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做了毛发鉴定，按照工作
流程逐级审批将错登信息从公安
部禁毒系统中删除，目前正在与公
安部、省厅、市局各级部门积极协
调处理中。

但是一个错误持续这么多年都
没有纠正过来，给群众带来了很大
的困扰，希望公安部门加快纠错工
作进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邵阳市城南公园每天早上6点

开始，搞锻炼的人打陀螺的巨响声
和跳舞放音乐的噪声传遍了宝庆中
路。我们上班族天天要上班，早上
想多睡一下都很难。如此噪声扰民
谁来管？

一读者

记者追踪：
记者从邵阳市园林处了解到，

为解决公园噪声扰民的问题，市园
林处已召集公园管理所及相关业务

科室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
施。发出治理噪声的倡议书，进行
宣传，要求唱歌娱乐者加强自律，降
低音量，不得噪声扰民。依据《邵阳
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规定，严
格控制公园娱乐活动时间段，每日
12:00-15:00，21:00-次日7:00，不
得在公园内打陀螺、使用扩音设
备。设置《游园须知》并公示投诉电
话 13357398966，公园值班人员定
时定点巡逻蹲守，加强巡查，文明劝
导，发现噪声扰民行为及时予以制
止。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村民“被贷款”银行纠错太慢

误录入吸毒名单
十多年无法撤消

公园锻炼请别噪声扰民

读者话 题

编辑同志：
沅陵县七甲坪镇梅某、张某等4名

男性精神病患者，经常在街上游荡，这
几个人都是四五十岁年纪，身强体壮，
其中一人经常拿着大木棍、柴刀、锉子
之类在街上游荡，或自言自语，或大吼
大叫到处拍打。这些人对上学、放学
的孩子构成极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
部门对辖区精神病患者进行摸排管
理，消除安全隐患，避免悲剧发生。

易民

记者追踪：
近日，沅陵县七甲坪镇人民政府

回复说，一直以来，七甲坪镇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对于肇事肇祸严重精神病患
者的服务管理工作，每年定期对登记
在册的服务管理对象进行摸排走访，
掌握服务管理对象的实际情况。对于
有肇事肇祸风险的精神病患者，镇党
委政府均安排有监管责任人对患者进
行日常监管，并发放监管补贴。凡是
发现有精神病患者病发的情况，七甲

坪镇党委政府均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
员将患者送至沅陵县康复医院及时进
行救治。

经核实，投诉人提到的梅某、张某
等4名精神病患者，都是登记在册的服
务管理对象，均没有肇事肇祸记录。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七
甲坪镇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包
括肇事肇祸严重精神病患者服务管理
在内的综治维稳工作，营造平安和谐
的生活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新化县一村民，如今政府大

力号召搞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但农
民科学处理垃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很多地方还是习惯于焚烧。就是分类
的可回收垃圾也无人处理，久而久之，
还是一扔了之。我建议有关部门因地
制宜建立各具特色的农村垃圾处理模
式，建立完善的收运处理系统，加快农
村垃圾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提高农
村垃圾处理能力。 龙鸣

记者追踪：
近日，新化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此建议回复说，该
县坚持因村制宜编制村庄建设规划，
分类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
是日常保洁村，在 307 个行政村突出
抓好“五清二建”工作，即清垃圾、清杂

物、清路障、清庭院、清污染，建立清扫
保洁长效机制、建立垃圾分类处理制
度。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作为工
作重点，建立村级分拣中心，实现垃圾
处理规范。二是垃圾治理村，以203个
贫困村为重点，在“五清二建”的基础
上建立垃圾有偿服务制度。除政府投
入外，各垃圾治理村要通过《村规民
约》建立垃圾处理有偿服务机制，做到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三是综合整治
村，确定在 120 个行政村大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发展以特
色小水果为主的庭院经济，形成“一村
一品”产业格局。

此外，该县正有序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全县要求农户垃圾分
类使用两个不同颜色的桶。农户按

“五个一点”要求对垃圾进行初分。一
是卖一点：指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

纸、金属、电器、玻璃、橡胶、软包装、塑
料、纺织物、农膜等。二是沤一点：指
可沤肥垃圾，主要包括厨余、果皮、落
叶、杂草、稻草、动物粪便等。由农户
送村级沤肥中心或自行沤肥。三是收
一点：指有毒有害垃圾，主要包括杀虫
剂瓶、除草剂瓶、油漆桶、电池、灯管、
过期药品等，由农户先袋装密封，然后
交保洁员。四是埋一点：指建筑装修
垃圾，主要包括渣土、砖瓦、陶瓷等建
筑垃圾，由农户自行择地填埋。五是
运一点：指不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
餐具、烟蒂、尿不湿、卫生巾等其它垃
圾，直接运送到县垃圾填埋场。

该县为各垃圾治理村、综合整治
村和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村预拨了5万
元村级垃圾分拣中心建设资金，目前
正按照全县统一标准加速施工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72岁

村民吴先树，家境贫困，妻子又是糖
尿病患者。2018 年我因病重跌倒导
致右股骨骨折，花费 6 万多元做了手
术，至今只能在家休养。雪上加霜的
是，2019 年 8 月 22 日我又查出了直肠
癌。

临澧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傅绍斌
建议我马上住院手术治疗。我担心
县级医院治不好我的病，想前往省医

院就诊。傅主任耐心分析了我的病
情，以及在县医院治疗的优势，并介
绍我县大力发展区域医疗联合体，省
城优质医疗资源对口帮扶、技术支持
县级医院，省城的医疗专家随时可以
到县级医院进行指导，看病不必舍近
求远。我决定在该院手术治疗。

医院请来了与该院联盟挂牌定
点医院——省中医研究院肿瘤研究
所的曾普华教授。曾教授、傅主任组
织 全 科 医 生 拟 定 了 科 学 的 治 疗 方

案。在曾教授的主刀下，我的手术很
成功。术后, 肛肠科的医生护士按
照曾教授的意见完善手术期间的管
理，精心护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得知我家境困难，医院纪委书记黄茂
慧还带领肛肠科 13 名医务人员每人
捐爱心款 500 元。在医护人员的精
心医治下，我康复出院。休养了几个
月，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我彻底放下
心来。

吴先树 口述 张润 王梓 整理

呼吁建议

·镇村欠我们的工程款何时还
我们是隆回县滩头镇碧云泉

村（原大坡村）的村民，2013至2014
年，承揽了村里大部分基础建设工
程，并于2014年12月完成，验收合
格，但大部分款项没有结清。2017
年，经县审计局严格审核，最后确
认欠我们工程款共计33万元。其
后，我们多次找了县、镇主要领导，
都承诺马上解决，但就是没有结
果。现在已是年关，还不见动静，
再次请求镇领导拿出实际措施，为
我们解难。

孙先生

·信号塔起火损失谁来赔
2019年8月份，郴州市铁塔公

司建在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白
溪村罗卜塘组农民集体杉树林里
的通讯信号塔起火，将整个杉树林
烧毁，期间农户一直找铁塔公司处
理此事，但始终未见答复，希望有
关上级部门调查处理。

一村民

·公路设计不当急需处理
中方县炉亭坳学校门口公路

至320国道交会处，由于国道路面
抬升，使得交接处形成三级阶梯，
坡度近70度，所有车辆必须加大油
门才能冲上去，且路两侧又有房屋
阻挡视线。虽然在320国道上建有
减速带，因视线不佳，极易发生车
辆相撞事故。望有关部门能重新
设计这一交接处，把交通事故消除
在萌芽状态。

一读者

·芷江桥头摊贩占道经营无人管
芷江侗族自治县桥头批发市

场龙津路一线，白天小摊贩占据了
整条街，那些小摊贩任意摆摊设
点，随意占道经营，霸占人行过道，
弄得街道脏乱、拥堵不堪，城管一
来摊贩都跑了，城管一走又恢复原
样，严重影响我们这些商户的经
营。请城管部门严格管理，恢复城
市清爽干净的样子。

一居民

微言微 语应关注精神病患者管理工作

加快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

省城专家下乡来 群众看病得实惠

身边新 风

虚惊
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