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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4 日，网友齐先生向
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
反映：双清区高崇山镇浏阳村一家废旧
塑胶加工作坊无证经营，生产时产生噪
音，发出刺鼻的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

齐先生介绍，作坊搭建在一栋民房
后面，比较隐蔽。作坊把收来的废旧塑
胶品碾碎，变成半成品出售。在碾碎的
过程中，产生噪音和污水，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到附近的鱼塘里。废旧塑胶碾
碎后，会发出刺鼻的气味。

16 日下午，记者走访时未发现作坊
在生产。作坊位于320国道旁，厂房在一
栋不起眼的民房后面，用钢架搭建而成，
四周用铁板围挡着。厂房里堆积着一袋
袋废旧塑胶品，以塑料瓶为主，差不多占
满了整个厂房，只留有一条小路通向里
边的碾碎机。

作坊负责人王某介绍，这些废旧塑
胶品都是回收来的，加工成半成品之后，
出售给别人做塑料制品。“作坊只在常规
工作时间生产，中午和晚上不作业。”王
某说。

17 日，双清区环保局纪检书记尹某
介绍，该作坊生产经营了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排污环保设施也未
达标。近日，局里已对该作坊下达了停
止生产通知书，在未取得手续之前不允
许其生产。

“该作坊现在只有一个简易的排污
沉淀池，环保设施较简陋。该厂要想继
续生产首先需要完善各项环保设施，经
过专家环评。环评报告通过以及取得相
关生产经营许可证后才能继续生产。”尹
书记说。 （罗 俊）

无证作坊生产仅半月便被查处
本报讯 8 月 18 日，网

友“奈何”通过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留
言称，他在办理异地退休人
员医保转移时遇到麻烦，不
知如何解决。

网友“奈何”在邵阳一家
企业下岗后，选择了到佛山
务工。“我的社保及医保都在
这边购买，已经买了 6 年时
间。今年10月可以办退休，
我在佛山这边申请社保、医
保转出，邵阳市社保部门也
给这边的行政中心寄了相关
资料。但佛山这边跟我说，
没有收到医保有关的资料。
家里人打电话咨询邵阳这边
的有关部门，说是不接受异
地医保转入。”网友“奈何”
说，如果不能转入，那这几年
在外地买的医保都需补交。

网友“奈何”收入不高，
再补交的话有一定的经济压
力，因此他想咨询，这种情况
是否有解决办法。

18日下午，邵阳市医疗
和生育保险基金管理处工作

人员介绍，接到网友“奈何”
咨询的问题后，他们及时和
网友取得了联系。“网友以前
所在企业的改制已经进入协
保范围，按政策规定，企业已
经一次性缴清了后续的基本
医疗费用。网友本人无需缴
纳基本医疗费用，只要在办
理退休手续后，直接到我处
办理在职转退休医保手续并
按时缴纳每年大病医疗保险
费即可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
险待遇。”该处工作人员称。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根
据市政办2013年1号文件规
定，参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按法定程序办理退休手
续后，医保最低缴费年限为
男满30年，女满25年，其中
实际缴费年限必须满10年，
才可办理医保退休手续。
2003年1月1日以前连续工
龄或参加工作的年限可以算
视同缴费年限，省外转入邵
阳市的医保缴费年限只能算
视同缴费年限。

（张 洋）

下岗后到佛山务工的网友反映：

退休医保转移遇麻烦
人社部门答疑解惑

本报讯 8 月 17 日，武
冈市网友“一棵棵白菜”通
过 邵 阳 新 闻 在 线（www.
shaoyangnews.net）反 映 ：武
冈至黄茅的公路上堆积着
几堆沙土，影响交通安全。

“沙土堆在路边，旁边没
有安全警示标志牌，车辆经
过时，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交
通事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网友

“一棵棵白菜”说。
18月，武冈市公路管理局

工作人员介绍，得知网友反映

的情况后，该局在17日下午安
排工作人员将此路段的沙土清
理干净，并进行了日常养护。

“巡查发现武冈至黄茅路段
X073K11+800米处有沙土堆
积。这些沙土是前些天雨水冲
刷堆积而成，现在已经清理干
净。”该工作人员称，雨季路面
容易发生病害，市民发现公
路有病害情况，可以及时与
公路部门取得联系。最好能
够提供详细的路段公里数，方
便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进行维护。 （张 洋）

武冈市民反映：

路边堆积沙土影响交通安全
8 月 17 日，隆

回县桃洪镇竹塘村
的村路窄改宽项目
开始动工。该项目
将对竹塘村至文昌
村的南松公路进行
拓宽，全程 3.2 公
里。项目完工后，
可解决此前因路面
宽度过窄、破损严
重导致的行车困难
问题，方便村民通
行 。
（廖 歌 张 洋）

本报讯 8 月 18 日 ，邵 阳 县 网 友
“清风散人 ”在邵阳新闻在线（www.
shaoyangnews.net）留言咨询：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定额补助还有吗？

网友“清风散人”的爱人 8 月 3 日在
邵阳县中医医院生完小孩。办完出生证
明后，向该医院申请领取300元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但被告知这项补助已
经取消。

“我通过查询相关文件规定得知，未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孕产妇住

院分娩，可享受中央和省财政定额补助
（300元／人），邵阳县中医医院却告诉我
已经取消。”网友“清风散人”称，为了确
认这事，他要求医院提供取消这项补助
的政府红头文件，但该医院一直没有提
供。网友想了解，这项补贴是否还能够
领取。

21 日，邵阳县中医医院办公室工作
人员解释，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司（局）
便函国卫幼妇卫便函（2017）48 号、财政
部函国卫基层发［2017］20号做好2017新

农合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36 号
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工作等相关文件精
神，文件规定将住院分娩费用纳入医保
报销范围，国家财政不再安排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

22 日，邵阳县卫计局妇幼保健股负
责人称：根据目前的文件规定，要将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定额补助纳入到医保报
销范围内，目前邵阳县农村孕产妇住院
补助已经停止报销。

（张 洋）

邵阳县网友咨询：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还有吗？

本报讯 8 月 18 日，网友李先生向
邵 阳 新 闻 在 线（www.shaoyangnews.
net ）咨询：市区有些路口没有设置掉头
交通信号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掉头？

李先生在市区一家单位上班，每天
上班都要经过邵州路。他发现，邵州路
与园艺路交汇路口、客村路的路口没有
掉头信号灯，而邵州路与双拥路的路口
设有掉头信号灯。李先生纳闷：同样都
是路口，但是交通信号灯设置却不一样。

“我为了避免违章，在那些路口掉头
时总是小心翼翼。在没有掉头信号灯的
情况下，我要等到信号灯出现左转的时
候才敢掉头。”李先生说。

记者走访邵州路、宝庆中路、宝庆东

路发现，多个路口出现李先生所说的情
况。它们的共同点是：路面上都标注着
掉头指示，也划分了掉头车道；而不同的
是，部分路口没有掉头信号灯，有些路口
还设有“无来车，可掉头的”的指示牌。

邵阳市交警支队交通设施管理大队
队长李映群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
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不得掉
头；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
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
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
通行。在允许掉头的地点设有掉头专用
信号灯的，应当在绿灯期间掉头；未设有
掉头信号灯的，但有相应的标志标明在

红灯或者绿灯期间掉头的，应当按照标
志的指示掉头；既无掉头专用信号灯，又
无其他标志指示的，掉头时可不受信号
灯限制，但掉头时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
车辆和行人通行。

“市区一些车流量大、路况复杂的大
型路口，交通信号灯上都设有掉头标志，
只有当掉头标志是绿色时才能掉头，比
如说邵州路与双拥路路口。李先生所说
的邵州路与园艺路交汇路口、客村路路
口，由于其他两个方向车流量不是很大，
所以没有设置掉头信号灯，司机可以在
不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和行人通行的
情况下掉头。”李映群说。

（罗 俊）

市区部分道路没有掉头信号灯，该如何掉头？交警部门给出权威解释……

李先生心中的疑问有了答案

本报讯 日前，洞口县
网友“梅方”通过邵阳新闻
在 线 （www.shaoyangnews.
net）反映，洞口县毓兰镇梅
田村超美水库里面垃圾很
多，影响环境。

网友“梅方”称，有人私自
往水库里倾倒垃圾加上管理
不到位，导致水库环境很差。

“水库里绿油油的一片，水面上
飘散着很多垃圾。一些不容
易自然化解的编织袋被水冲
到岸边，十分难看。”网友“梅
方”说，由于水库垃圾多，清理
不及时，导致水库周边气味难
闻，影响周围村民的生活环境。

8 月 17 日，记者从洞口
县环保局了解到，接到网友
反映的情况后，县环保局、
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与蓼
水灌区取得联系，并一起到
现场调查处理。

洞口县环境保护局工
作人员称，超美水库位于洞
口县毓兰镇梅田村，占地面
积 2.2 平方公里。水库四周
有村庄、农田和青山，属洞
口县蓼水灌区管理，主要承
担灌溉、蓄引水调节和防汛

等任务。“经过现场勘查，我
们发现水库水体颜色为浅
绿色，水库堤坝上有少量生
活垃圾。”该工作人员介绍。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查看
和对负责该水库的中心管理
站站长进行调查询问，发现
造成垃圾多的原因可能是：
以前水库承包方往水库投肥
以及周边居民私自倾倒生活
垃圾；水源源头周边村庄生
活垃圾倒入河里；垃圾收集
点建在河道两侧里，部分垃
圾被雨水冲入河流导致。

“我们已经责成蓼水灌
区针对现场存在的问题，在
近期拿出整治方案。并将
集中安排时间和人员对现
场存在的垃圾进行清理。
要求灌区制定可行性管理
制度，制定管理台账，确定
专人负责实施，对水库垃圾
进行清理。”该工作人员称，
为保护水库周边环境，确保
水源安全，该局还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整治方案加
大管理力度。同时完善联
合执法机制，加大部门联合
执法力度。 （张 洋）

洞口县毓兰镇村民反映：

水库里面垃圾多
环保部门：将加大管理力度确保水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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