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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监委收到举报信
事情的起因源于区纪委监委收到

的一封举报信 ，信中反映 ：群众在办理
公路旁建房申请时，区公路建设养护中
心审批盖章要先交钱，还不开具收费凭
证。

接到举报线索后，区纪委监委第三
纪检监察室迅速开展核查。 举报件虽无
举报人姓名 ，但留有电话号码 ，核查组
首先从举报电话入手，联系上了举报人
杨大爷。 杨大爷似乎有些顾虑，说的都
是些道听途说的信息，连当事人的名字
和家庭住址都说不清。

“老人家 ，如果没有切实可查的证
据线索 ， 只是听说的事情 ， 可不能当
真。 ”考虑到杨大爷年事已高，再加上偶
尔也有不实举报发生，核查人员对杨大
爷举报问题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说
谎! ”杨大爷听说问题可能无法受理，几
次欲言又止。 “您自己家有没有遇到这
个问题呢？ 您放心说，我们一定为您保
密! ”在核查人员的耐心解释和开导下，
杨大爷最终说出了实情。

原来，早在 2018 年，杨大爷的儿子
准备建新房时，他到区公路建设养护中
心帮儿子办理建房审批 ， 一位被称作
“周队长 ”的工作人员以 “建房审批费 ”

为由，向他收取了 4000 元现金，未开具
任何收款凭证，只是将收款金额记录在
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由于新房的不动
产权证还没办下来，杨大爷担心举报会
影响办证进度，才一直顾左右而言他。

走访摸排核查问题
违规收费？ 这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的大问题! 核查组立刻前往辖区内两个
乡走访摸排，询问近 5 年内在公路旁修
建房屋的 25 户村民， 发现有 4 户村民
缴纳过“建房审批费”，金额在 500 元至
2000 元不等，且均未收到收款凭证。

核查人员马上联系区公路建设养
护中心，找到杨大爷口中的“周队长”旁
敲侧击 ：“路政管理方面有哪些向群众
收费的项目？ ”

“主要有公路损毁赔偿 、行政许可
收费和行政处罚罚没 3 种收费形式。 ”
区路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某并没有提
到建房审批费。

核查人员开门见山，切入正题：“群
众建房审批收费属于哪一种？ ”

“群众建房审批我们没有收费，我
们只是收了保证金。 ”周某神色有点紧
张，言语间有些犹豫。

原来 ，由于辖区内多山 ，村民房屋
大多沿路而建，区路政执法大队出于保
障路产路权的目的，防止村民在建房过

程中出现损坏公路设施、占用公路阻碍
交通等行为 ， 同时为了方便管理 ，从
2014 年起对前往申请建房的群众收取
了保证金。 如群众在建房过程中无违规
违法行为 ，就将保证金全数退还 ，如果
有违规违法行为，就按照相关规定将保
证金转为路赔款或者行政处罚罚款。 由
于保证金可能要退还， 无法登记入账，
周某便将保证金收取情况记录在随身
携带的小账本上，仅让交钱的群众在小
账本上签字确认，没有开具相关收款收
条。

责令退回建房保证金
据了解，2014 年至 2019 年，区路政

执法大队收取了 32 户村民的建房保证
金共计 57800 元，其间退还部分村民保
证金 19800 元，转为路赔或者罚款 5500
元，尚有 17 户村民的保证金 32500 元未
进行处理，最长滞留时间长达 6 年。

查清事实真相后， 因是初信初访，
区纪委监委将该信访件纳入“最多访一
次 ”工作范畴 ，由 1 名副书记和 1 名纪
委常委协同包案、高位推进，用时 34 天
将这一时间跨度长达 6 年之久的案件
办结 ，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理 ，并责令区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及时退回了建房保
证金。

据三湘风纪微信公众号

集中整治宣传
呼吁遵守交规
2 月 23 日，衡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蒸湘大队组织警力，在华新步
步高路口开展摩托车、电动车集中
整治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 面对面以案说法等方式，对
过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
行交通文明宣传教育 ，纠正 、劝导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戴安全头
盔的交通违法行为，呼吁广大群众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良好
交通秩序。

据衡阳公安微信公众号

滞留 6 年之久的案件办结了

■图片新闻

近日， 张家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
属一大队组织开展周末夜查行动， 共计
查获酒后驾驶 6 起， 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36 起。

根据上级公安机关部署要求， 为营

造春节后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保障春运
后阶段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确保群众返乡
返岗道路交通安全态势平稳， 张家界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组织开展了
节后首个周末夜查行动。 行动中，该大队

科学安排警力，在辖区重点交通路段设立临
时检查点，对过往车辆及驾驶人员逐一检查
，重点查处酒后驾驶 、无证驾驶 、超员超
载、面包车违法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截至当晚行动结束， 该大队共查获

饮酒后驾驶 6 起 ， 另查获涉牌涉证 12
起 、未戴头盔 13 起 、不按规定道路行驶
3 起、面包车违法 4 起、电动车违法 1 起、
其他交通违法 4 起。

赵前进 刘清慧

张家界警方开展周末夜查行动

“相信政府，非常满意! ”近日，怀化市洪江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到村民杨大爷家回复“盖章收
费”事件的办理情况，滞留 6 年之久的案件终于办结了，86 岁的杨大爷在反馈表上郑重地写下这
八个大字。

今年的 2 月份只有 28
天， 其中有 7 天是春节假
期。 工作日变少了，那工资
也会随之减少吗？

工资会随工作日的
减少而变少吗？

2 月份只有 28 天 ，比
平常的月份工作日要少 。
工作日减少， 工资也会随
之减少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 ，月
计薪天数是固定的 21.75
天。

根据 《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国务院令
第 513 号）的规定，一年法
定节假日为 11 天。 又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 会 保障 部
《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
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
通知》规定，月计薪日因法
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支付工资， 因此 104 个
休息日之外的天数都算作
年计薪日 ， 再除以 12 得
出。

由此可见， 月计薪天
数是 21.75 天，并不根据当
月天数是 30 天 、31 天还是 28 天而
变动。

2 月的春节假期会让工资变
少吗？

春节有 7 天假期，但这属于国家
法定节假日， 职工依法享受带薪休
假 ，即在法定节假日中，即使员工不
上班，企业也应按其正常上班情形一
样，正常支付其日工资。

用人单位如果在法定休假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的，必须支付不低于工
资 300%的劳动报酬。

由此可见，春节假期不仅不会让
劳动者工资变少，如果有单位安排的
加班，劳动者的收入还有可能在这个
月增加。

计时、 计件工资会因为假期
变少吗？

不少人的月工资是通过计时或
计件的方式来计算的，这部分人的收
入有可能随工作时间减少而变少。

小时工资是指按小时工资标准
（包括地区生活保障金） 和工作时间
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计件工资是
指以单价进行累计计算报酬工作所
应支付的劳动报酬 ，2 月份刚好放 7
天春节长假， 再扣除相应的休息日
后 ，真正工作的时间变少了，工资也
会随之变少。

当然，具体情况要根据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计算
方式来结算。

据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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