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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段先生
我是蓝山县土市乡洪观办

事处大方村村民 。 今年我种了
100多亩烟叶， 当时政府有关部
门跟我签订了相关收购烟叶的
协议， 并且保证给我提供8间烤
房。现在，正是烤烟烘烤旺季，可
是政府承诺提供的烤房却不到
位，导致我家有几十亩的烟没烤
房烘烤，眼看就要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我迫切希望党报督促有关
部门及时为我排忧解难。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5日， 记者致电蓝山县土
市乡洪观办事处分管烟叶工作的
有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介绍， 投
诉村民是大方村的一名种烟大
户。 大方村一直就有种烟历史，
过去全村种烟约300亩， 有烤房

10间。 在政府的鼓励下， 投诉村
民今年种了100多亩烤烟， 当时
约定， 只要能交300担烟叶， 1.6
万元的田租由政府负责， 同时烤
房由政府负责安排。 新增100多
亩烟叶大约需要8间多烤房， 但
由于今年大方村新建烤房指标不
够， 在该村只能提供给投诉者一
间半烤房， 于是政府便出面协调
到邻近的两个村为他安排了7间
烤房。 这些地方距该村民的种烟
地不过10多分钟车程。 最近， 该
村民又提出烤房还是不够用， 政
府又想法为其调出了一间烤房。
目前， 该村民的烤房已经足够用
了， 只是烤房分散， 不便于管
理， 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明年
的新建烤房计划实施后， 这个困
扰将不复存在。

烤房不够用急煞种烟大户

投诉人：村民
我们是平江县龙门镇芳草村

村民。1999年，我村4个组的村民，
人均凑钱200元，加上邻村好心村
民捐款，众人出钱出力，于2000年
修建了红岩大桥。红岩大桥是我村
与外部的惟一通道，多年来为村民
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012年，有关部门以该桥是
危桥为由，拆了红岩大桥。现在，
桥已被拆了大半年 ， 却没人重
修 。上半年雨水又多 ，经常发洪
水 ， 家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
了 ， 留在家里大都是老人和孩
子 ，出行特别不方便 。特别是前
几年因国家政策， 村校被拆了，
孩子们都要到邻村去上学，而去
邻村必须经过“红岩大桥”。没有

了桥，孩子们上下学都是由村里
年龄大而稍还有些劳动力的长
辈们 ，每天搬着楼梯 ，一个一个
地送，一个一个地接，既不方便，
也不安全。村民们盼望有关部门
早日把桥修好，还孩子们一个平
安的求学之路。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8日， 记者致电平江县交
通运输管理局危桥办一名姓张的
负责人，他回复说，“红岩大桥”已
列入我省今年的危桥改造计划，
业主单位是龙门镇政府。 记者从
龙门镇政府了解到， 该大桥投资
100多万元，其中国家投资80多万
元，镇财政出资20多万元，目前已
完成了招投标，准备近期施工，最
迟年底可竣工。

危桥被拆除 新桥何时建

投诉人：易民
近几年，由于通道侗族自治

县修高速公路，有关部门一下子
审批了几十个采石场。这些采石
场生产很不规范，安全隐患令人
忧，如马龙乡灰冲采石场与将军
坡采石场相邻不足100米。 靠近
广西的209国道边，10公里范围
内竟有5家采石场， 威胁过往行
人 、车辆安全 ，如前进采石场所
生产的碎石全部堆在国道路边，
使本来弯多路陡的路面又平添
了更多险情， 严重影响安全，呼
吁有关部门对采石场严加整治。
受理记者：欧金玉

7月5日， 记者将投诉信转交
通道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调查处理， 该局回复说，
2009年以前， 该县仅有小型露天
采石场6家。 怀通高速开工后，
至2010年上半年， 该县小型露天
采石场猛增到38家。 通过2011
年、 2012年的“非煤矿山整治专
项行动”， 全县关闭了不够安全
生产条件的小型露天采石场13
家。 今年计划关闭不够安全生产
条件的采石场企业6家， 年末采
石场企业将减至省市总量控制的
规定要求。

通道绝大部分小型露天采石

场都是在2011年6月份以前注册
登记的， 符合当时有关的安全规
定。2011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小
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
查规定》后，由于相邻采石场对有
限资源的竞争开采， 出现了一些
相邻采石场之间达不到安全距离
的现象， 通过整改符合安全生产
条件后， 县安监局最后同意它们
恢复生产。 投诉者反映的灰冲采
石场与将军坡采石场都依法取得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目前，两采石场的作业场所
相距很近， 达不到规定的安全距
离。 鉴于灰冲和将军坡两采石场
达成安全生产协议， 并在口头同
意以后两采石场进行资源整合的
前提下，县安监局按照相关规定，
恢复了将军坡采石场的开采作
业。 但灰冲采石场的《采矿许可
证》已经过期，其未按相关规定提
前3个月内提交续期的《采矿许可
证》， 县安监局已责成在2013年6
月15日整改到位。 该县甘溪乡至
广西边境国道边的5家采石场，全
部证照齐全。至于它们在209国道
路边堆放碎石和道路撒落碎石带
来的安全隐患问题， 县安监局已
向县安委办进行了汇报， 县公路
局正在进行规范治理。

通道采石场猛增 安全隐患令人忧

投诉人：赵先生
我是常德澧县东方家园小

区1栋的住户。 去年全县很多用
户统一换了智能电表，为什么我
们却没有换？我们现在还是老式
的IC卡电表 ， 交电费实在不方
便。惟一可以交电费的地方只有
县电力局大厅。每次交电费都要
跑那么远 ， 现在的天气热得要
命 ，跑去了还要排队 。我们什么
时候能改装智能电表？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把该住户的意见向澧县

电力局反映了， 电力局回复说：
集抄改造工作是为了响应国家自
动化电网建设的号召， 每一户都
会进行智能表的更换。 智能表更
换后， 经过系统调试， 也可以实
现远程缴费、 远程停、 复电的功
能。 但因为投资金额过大， 且施
工能力有限， 2012年澧县已经改
造 县 城 范 围 内 271 个 台 区 ，
51000多户。 其他的22万户在今
后3年内会改造完成， 该用户所
在的范围计划在2014年进行更
换。

何时能用上智能电表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实习生 黄猛根

日前， 宁乡县道林镇道林社区养
鱼专业户周汉家的一口鱼塘因养鱼太
多、 加上高温， 致使6吨多种鱼缺氧
死亡， 损失10多万元。 提及此事， 周
家将灾难的根源归结为镇政府， 如果
政府及时修好他家被冲毁的鱼塘， 这
样的悲剧就不会上演。

鱼塘崩堤起纠纷
7月9日， 记者来到道林镇道林社

区周家的鱼塘。 周家儿媳周燕介绍，
他们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便承包了社
区的鱼塘从事养鱼， 主要是繁殖鱼
苗。 家里承包近20口塘， 有150多亩
水面。 这些年， 大部分种鱼都养在靳
江河岸的一口约40亩的大鱼塘里。 谁

料， 5月14日， 突降大雨， 鱼塘崩堤，
里面的近2000尾种鱼全被洪水冲走，
鱼塘也缺了一个大口子， 不修复就再
也无法养鱼。

周家人认为，此次垮堤，完全是乡
政府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安装不当和管
道质量太差造成的。他们告诉记者，去
年10月， 镇污水处理厂施工人员在紧
挨他家的塘堤埋设管道时， 他们看到
塘堤被挖松后并未进行加固， 而且污
水管道的接口并不密封， 时时有水流
出，担心管道漏水长期浸泡塘堤，遇上
涨洪水会垮堤，曾当场阻工。后乡政府
分管城建的领导和社区领导作出保
证：不会出现垮堤，如垮堤则会负责。
谁料到，果然垮堤了，但乡政府却不为
此负责了，说是天灾造成的。

道林镇政府分管城镇建设的副书
记周勇认为， 发大水时， 他们也不排

除管道里确实有水， 但该镇的污水处
理厂尚未竣工验收， 没有正式投入使
用。 也就是说， 污水管道未通水， 不
可能对塘堤造成很大影响， 垮堤应该
是天灾造成的。

问题久拖不决
塘堤修复也并非难事。 可周家人

和镇政府都在为责任谁负纠缠不清。
周家人认为， 鱼塘崩堤是政府的责
任， 应由政府将堤修好， 并承担其所
受损失。 而镇政府作为灾情救济， 同
意给周家补偿鱼的损失5000元， 但
不承认应对崩堤负责任。

周家人不服， 仍然不断地找镇政
府。 最后， 镇政府表示， 要他们自己
去找权威部门来做鉴定， 证明崩堤是
埋排污管道造成的， 镇里才负责任。
于是， 周家人多次去找过县水利局、

县水利设计院、 县建设局、 县环保局
以及县政府政务中心， 但没有一家愿
意帮助他。 就这样， 事情拖来拖去，
直至6月21日， 新的灾难再次发生：
因大鱼塘没有修好， 周家被迫将种鱼
投放到屋后另外一口较小的鱼塘， 没
想到由于鱼太过密集， 加上天热， 鱼
差不多死光了。 死鱼约有6吨， 足足
装了三车。

死鱼事件更加深了周家人对镇政
府的不满， 矛盾进一步加深， 问题处
理起来更难。

记者无法对塘堤的垮塌谁该负责
下结论。 但如果当时道林镇政府和养
鱼专业户都能理智地处理问题， 先放
下争议，及时将鱼塘修复好，后面的灾
难就不会发生了。 希望当地政府尽快
协商解决好此事， 莫让矛盾进一步激
化。

“死鱼事件”谁负责

湖南日报社：
贵报7月6日刊登《请保护好

澧水源头》一文，对我县沙塔坪乡
乱倒垃圾、 污染澧水的现象进行
了报道， 客观公正地提出了我县
存在的问题。我县对此高度重视，
组织了相关部门进行全面整改。
现将整改处理情况回复如下：

针对沙塔坪乡分水岭村的澧

水污染问题，沙塔坪乡党委、乡政
府迅速整改， 组织乡村干部100
多人， 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河流专
项整治行动。7月8日，对存在严重
垃圾污染的分水岭村进行了全面
清理， 将沿河垃圾拖运到镇垃圾
填埋场进行了集中处理， 并在群
众习惯倒垃圾影响水源的地点安
置了警示牌。

为进一步加强澧水源头的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我县成立了以
副县长程漫为组长的县乡村环境
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抽调专人组
建了乡村环境治理办公室， 由环
保部门负责在全县内开展农村垃
圾治理和“保护母亲河”行动，力
求从源头根治澧水污染。

桑植县委宣传部

留
言
板

短
信

手
机
短
信
投
诉
：１３９７３１２８１１０

·宁乡：私开粉煤厂影响居民生活
1348258xxxx：宁乡县煤炭坝镇东山

村梅子冲组， 有私人老板在居民区开了
一家粉煤厂，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黑煤
灰飘到居民家中到处都是， 白地板变成
了黑地板，饭桌上一摸，手上沾满黑煤灰，
甚至泡上一杯茶放一会， 杯中漂浮着一
层黑物。 曾经有人举报却没有得到妥善
处理。 希望有关部门关闭此厂，还居民干
净的生活环境。

·长沙：处罚违章也不应刁难人
1380748xxxx：7月10日下午， 我开

车在接近东塘北地段，停车去取点东西，
副驾驶室上一直坐有人， 一名交警过来锁了车轮
转身就走。 我们找到东塘南桥下的交警值班室接
受处罚，只是说有人在现场可以当场接受处罚，没
必要锁车。 当班交警就说我们态度不好，要我们到
外面去等着。 炎热盛夏的下午，他在房里吹空调，
我们就在外面等。 过了一阵，我们再问可否办理。
他又说，要扣车，15天后去处罚中心接受处罚后拿
车。 我们打电话咨询交警相关部门，得到答复说，
人在现场可以接受处罚后开锁。 我们将此告诉该
交警，他才答应办理处罚并开锁。 违章停车不对，
但交警如此刁难我们，显然不符合文明执法要求。

·邵东：灵官殿网吧纵容未成年人上网
1397357xxxx：邵东县灵官殿有3个网吧的电

脑有两个系统，一个要用身份证，一个免身份证就
可上机。 如此一来，未成年人可随便出入。 每次有
检查，不知怎么回事，网吧都事先知道，不让未成
年进去， 而平时每天24小时未成年人都可随意进
入。 这附近都是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天有很多家长
半夜出来到网吧找孩子。 希望有关部门认真地查
一查。

·岳阳：自来水管网老化水质变差
1827400xxxx： 我家住在岳阳县新墙镇板桥

村，感谢政府在1998年洪灾后为我们安装铺设了自
来水管网。 但是，由于管网老化以及相关设备落后
等原因，现在的水质太差，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麻
烦，安装净水设备后水质有所改变，但是维护成本
偏高，净水器的滤芯，经常要更换，换下来的滤芯大
多数是沉淀的泥沙，水龙头及洗衣机都因装有过滤
网堵塞而无法进水。 希望政府重视，让我们能正常
用上自来水。 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日前， 城步苗族自治县白毛

坪乡黄伞村一座极具苗族文化特
色的古民居建筑物， 在实施危房
改造工程中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尚未完全竣工的砖木结构
二层楼住房， 此举实在令人惋惜
和痛心。

这座古民居大约修建于晚清
时期， 为两层木结构建筑。 原住
房正面左右两扇排枋上， 雕刻有
繁体圆形“福”、 “寿” 两字，
字体壮实优美， 周围雕饰有龙凤
呈祥精美图案。 堂屋门左右两侧
窗户镂刻双喜形花格， 花格中各
镶嵌一幅“喜鹊登枝” 和“鹿茸
含芝” 图案， 两幅图案周围又对
称地精雕了龙凤朝阳图案， 蝴蝶
翩飞， 蝙蝠呈祥， 雕工精美绝

伦， 寓意含蓄深刻。 “福禄寿
禧 ” 被苗民称为“四喜 ” ， 有
“四喜” 雕饰的住房被苗民称为
“四喜堂”。 “四喜堂” 是有文化
有身份的苗民的住房。 该古民居
不仅融入了“四喜文化”， 而且
包含了纳吉辟邪内容， 体现了黄
伞苗族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展示了屋主的文化艺术素质高
雅， 苗族建筑艺人的木雕技艺精
湛， 是一座具有浓郁苗族文化底
蕴的古民居。

该古民居主人蒲孝永告诉笔
者， 据他所知， 他们一家就有四
代人生活在这座古民居里，
前后加起来有100多年历史
了。 但蒲孝永已到结婚年
龄， 女方嫌其房屋“破旧”
不愿嫁过来， 于是小蒲就

起了改造老屋修新房的念头， 村
委会也为他落实了“危房改造工
程” 的政策补助。 但国土部门不
同意他家占用农田起屋， 去年蒲
家只好拆除“老屋” 在原址修建
新房， 于是一座好好的“四喜
堂” 就这样给拆毁了。

目前， 各地正在大力开展新
农村建设， 这本是好事。 但笔者
呼吁广大基层干部和村民要增强
文物保护意识， 在修建新房时，
勿忘保护有艺术价值和文化底蕴
的古民居， 让古民居成为新农村
的“镇寨之宝”。 雷学业

【呼吁与建议】

【报道之后】

桑植采取措施保护澧水源头

新农村建设勿忘保护古民居

7月13日，省道S308湘阴县鹤龙湖镇兴隆村路段晒着稻谷。 目前，正值农村“双抢”，农户忙着翻晒
谷子。 然而，这一本应出现在晒谷坪的丰收场面却被一些村民“搬”到了公路上，给交通安全带来隐
患。 刘伟 司兰 摄影报道省道成了晒谷场

（上接1版）

二、通过学习，进一步增
强了在新时期坚持群众路
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在新的形势下， 依靠群众做好群
众工作， 实现党的目标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本质要求。 当
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黄金机遇
期”和“矛盾凸显期”，适应新形势新挑
战，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根本的途径就
是要进一步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实行“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
法。 结合湖南的实际，当前尤其要从以
下六个方面着力：

一要更加重视密切联系群众，牢
牢掌握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要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把自己当做普
通群众一分子， 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

问题，时时刻刻知道群众想什么、盼什
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就能在开展
具体工作中号召群众，赢得主动。

二要更加关注群众实际需要，切
实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实事的水平。 要
真诚倾听群众呼声， 真实反映群众愿
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办好顺民意、
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 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
公共基础设施、 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和
生态人居环境、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
整治社会治安秩序、 关注弱势人群的
生产生活困难等方面， 更多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新需求，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要更加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增强
处理具体利益矛盾问题的工作能力。处
理改革发展与群众当前利益的矛盾问
题，要讲党性。 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利益
冲突，要讲公平。 处理“法度之外、情理
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要讲感情。

四要更加适应工作领域的变化，
丰富基层社会管理手段。 要重视加强

“网络社会”的群众工作，把拥有庞大
“网民”的“虚拟社会”作为新形势下群
众工作的重要阵地。 要重视发挥各类
群众性组织的作用。 要大力培养和造
就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 要适时发挥
新闻发布在危机管理中的独特作用。

五要更加注重夯实工作基础，进
一步健全大群众工作格局。 要落实各
级各部门抓群众工作的责任， 真正做
到责任明确、具体、可考核。 要结合各
级组织和部门单位的职责任务， 把服
务群众工作纳入工作绩效考核和干部
实绩考核中， 通过开展群众满意度调
查等形式， 把服务群众工作和服务对
象的评价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六要不断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
平， 建立健全联系和服务群众长效机
制。 要建立健全增强党员宗旨意识的
长效学习教育机制、 深入群众调查研

究机制、群众利益诉求机制、解决群众
急难问题的长效机制、 做好群众思想
工作的机制、群众考评机制等。 通过长
效机制的建设，确保群众工作规范化、
长效化开展。

三、通过学习，进一步明
确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的重大实
践创新，是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的重大政治机遇， 是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大
家一致表示， 对教育实践活动要精心
组织、狠抓落实，带头参加、做出表率，
切实把教育实践活动抓出成效。

一要带头加强理论学习，深刻领会
中央和省委精神。要把加强理论学习贯
穿活动全过程，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

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
梦、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中央和
省委有关部署安排，准确把握活动指导
思想和目标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来。

二要带头征求各方意见， 深入查
摆和剖析突出问题。 要结合开展“转作
风、解难题、抓关键、见实效”专项活
动，带头深入基层蹲点问计，带头开展
下访接访， 面对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建议。 在充分听取意见基础上，以党章
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
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对“四风”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三要带头贯彻整风精神，认真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在批评与自我批评
上下功夫，以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
气，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深挖根
源、触及灵魂的态度，对作风之弊、行为
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四要带头落实整改措施， 建立健

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 要把边查边改、
边整边改贯穿活动全过程， 紧紧抓住
“四风” 方面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集
中分析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抓好整改
落实。 在整改作风问题过程中，必须强
化法治思维、制度观念，坚持实体性制
度与程序性制度相配套， 坚持制度的
立改废一起抓，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
格的制度执行、 有力的检查惩处结合
起来，确保改进作风、联系群众的常态
化长效化。

五要带头坚持统筹兼顾， 做到两
手抓、两促进。 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带头把“规定动
作”做到位、把“自选动作”做扎实，确
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 要把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与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 紧紧围绕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促进经济“三量齐升”，奋力书写
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执笔：田辉 丁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