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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城步网友“睡
懒觉的猫”通过邵阳新闻在线网
（www.shaoyangnews.net）民情直
通车栏目留言称，城步县城妇幼
保健医院对面的人行道上经常停
着车，行人过往不便。

网友“睡懒觉的猫”称，她刚
生小孩，需要推着婴儿车出门，但
人行道上停放了车辆，婴儿车不
好过。“这个地方人行道本来就比
较窄，车辆往这里一停，就把整个
人行道霸占了，旁边剩余的一点
点路面还放了一个垃圾桶，行人
要走到马路上才能通过。”网友

“睡懒觉的猫”说，由于旁边的马
路正是红绿灯路口，推着婴儿车
走马路很不安全。因此网友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规范管理一下。

10月16日，记者从城步苗族
自治县政府办了解到，9月底开

始，该县召开了城市综合整治工
作会议，组织了县城管局、县交警
大队、儒林镇政府等部门开展城
市综合整治行动。重点对车辆乱
停乱摆、门店出店经营、摊点乱摆
乱放等影响市容和交通的违法违
章行为进行集中整治。“针对网友
反映的情况，我们会通知城管、交
警以及儒林镇政府对其进行整
治，为市民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
城市环境。”该工作人员称。

10月27日，记者联系了城步
网友“睡懒觉的猫”，据其介绍，
近段时间该处人行道停放车辆
的现象减少了。“乱停乱摆的车
辆被贴了罚单，但更多的是靠司
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规，希望附
近能设立禁止乱停乱放的标
识。”网友“睡懒觉的猫”说。

（张 洋）

城步网友反映：

车辆霸占了整个人行道

本报讯 日前，洞口县网友
“小老百姓”通过邵阳新闻在线
网（www.shaoyangnews.net）留
言称，竹市镇竹市园艺场至永胜
村段有一小段公路，路况很差，
希望得到相关部门重视。

网友“小老百姓”介绍，这段
路以前是水泥路面，由于路过的
大型车辆多，路面被压烂了。“之
后有人对路面进行了修补，但修
补方式简单，只填了些泥巴、碎
石，而且高出没损坏的水泥路面
很多，现在只要车子一过，灰尘就
遮天蔽日，周边住户不敢开窗开

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网
友“小老百姓”说。

10 月 16 日，洞口县交通运
输局工作人员介绍，竹市镇竹市
园艺场至永胜村段公路是村道
的一部分，村道的养护管理工作
由村民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因为村道养护经费有限，暂时只
能对破损路段进行临时性养护，
保证公路畅通。“我局今年已将
该公路申报省里的改建计划，待
改建计划下达后，将对该段公路
进行全面改建。”该工作人员
称。 （张 洋）

洞口县竹市园艺场至永胜村段道路临时养护后扬尘

严重，“小老百姓”有话说：

这段路养护过于简单

本报讯 10 月 13 日，城步
网友宋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网
（www.shaoyangnews.net.）反 映
称，城步汀坪乡至南山镇、五团
镇道路泥泞，坑坑洼洼较多，沿
线村民通行不畅。他希望相关
部门能对该路段进行改造。

宋先生介绍，城步汀坪乡至
南山镇、五团镇的道路是通往南
山国家公园、广西龙胜温泉的重
要通道，沿途分布着 10 多个村
庄。目前这段路是一条宽3.5米
的泥沙路，道路崎岖不平，坑坑
洼洼。“每到下雨天，路上全是积
水，泥泞不堪。而晴天时，路面
又满是扬尘，给行人出行带来不
便。”宋先生说。

10月 16 日，城步交通运输
局杨局长介绍，县里高度重视

城步汀坪乡至南山镇、五团镇
的道路建设问题，局里正在立
项，申请对该路段进行道路改
造。“由于这个项目实施规划比
较靠后，考虑到实际问题，局里
正在向县里申请项目调整，希
望能够将此项目规划到明年实
施。”杨局长说。

“我们每年都会对这条道路
进行修复，填平坑洼。前两个月
受暴雨的影响，城步多条道路出
现被冲毁的情况，这条路也受到
了损坏，我们正在采取补救措
施。由于道路多，工作量大，所以
进度受到影响。”杨局长说。

10月30日，记者了解到，城
步交通运输局已对该线损坏较
严重的道路进行修复。目前道
路通行状况较好。 （罗 俊）

城步网友对汀坪乡至南山镇、五团镇道路通行不畅提出意见：

道路泥泞盼改造

本报讯 10 月 24 日，洞口
县网友“明日之子”通过邵阳新
闻 在 线 （www.shaoyangnews.
net）留言称，洞口县8路公交车
拒载。

网友“明日之子”称，10 月
11日早上，他想坐8路公交车到
县人民医院，却遭遇连续开过去
的两辆公交车拒载。“两辆 8 路
公交车上都没有乘客，我招手想
上车，但两辆车都径直开走了。”
网友质疑，两辆公交车拒载空跑
是只为完成每日规定里程。

10 月 30 日，洞口县交通运
输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该局向
洞口县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调查
了解到，当日早上，这两辆公交
车没有正式上线营运跑班，而是
刚检测后正在试车。“试车需要从
该公司到木瓜再从木瓜返回公
司，检测正常后才会安排跑班，但
当时没有在车辆上做标注，所以
导致网友产生误解。目前我们已
经要求该公司进行纠正，多做几
块标识牌放在需检测的车辆
上。”该工作人员称。（张 洋）

洞口县网友反映：

8路公交车空车拒载
部门回复：正在试车阶段

本报讯 10月10日，洞口县高沙
镇 网 友 赵 先 生 向 邵 阳 新 闻 在 线 网
（www.shaoyangnews.net）反映：时常看
到有人在该镇荷花村的小溪电鱼，造
成溪流里的鱼越来越少。

赵先生称，荷花村小溪曾经生态
环境很好，里面鱼类丰富。“但是现在
不一样了，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小溪里
电鱼，他们背着电鱼机，沿着小溪捕
捞，里面的鱼越来越少。”赵先生说。

10月16日，高沙镇政府办公室工

作人员介绍，针对这类现象，镇里一
直在完善相关措施，通过加强执法，
对非法捕鱼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我们成立了由洞口县渔政执法
大队、高沙镇政府、高沙镇派出所、高
沙镇动物防疫站联合组成的渔政执
法队伍，不定期在高沙镇区域内开展
渔政执法行动。同时，还沿河设立了
永久性禁止非法捕鱼公示牌，并公布
举报电话。全镇各村都张贴了禁止
非法捕鱼公告及宣传标语。”该工作

人员说。
“截至9月底，我们今年共收缴电

鱼机 160 余台，其中大型电鱼设备 2
台，我们对这些设备进行了集中烧
毁。希望通过惩治非法捕鱼行为，维
护河流良好的生态环境。”该工作人
员说。

10月30日，记者从高沙镇政府了
解到，近期该镇采取高压态势，加强
监管，尤其加强对夜间河流的巡查力
度，成效显著。 （罗 俊）

联合执法维护河流生态

本报讯 10月13日，网友“一片丹心”向
邵阳新闻在线网（www.shaoyangnews.
net）咨询：他90岁的父亲今年没有参加
医保，现在因病入院治疗。他想知道这种情
况下父亲能否享受医保政策，如果不能，该如
何参保？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
员介绍，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邵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
细则〉的通知》（市政发〔2017〕3 号）明
确规定，城乡居民应在规定的参保缴
费期内按规定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
险费，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未按规定参加医保，不能享受相

应的报销待遇。公民必须依法参加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才能享受待遇，这是
制度的要求。”该工作人员说。

对老人参保缴费问题，该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缴费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6〕29
号）要求，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参
保，实行年缴费制度。每年的8月1日
至 12 月 31 日为下一年度的参保缴费
期，除新生儿和户口新迁入人员外，其
他人员均不得中途参保。

“目前适逢 2018 年度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缴费期，其亲人可携带老人的
户口薄等身份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的乡

镇（街道）或村（社区）设置的缴费窗口
按规定办理下年度参保手续，农村地
区可由村干部上门缴费办理。医保待
遇享受时间按自然年度计算，即下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如该老人属于建
档立卡特困人员、贫困人口、低保对
象、兜底脱贫对象等困难人群的任意
一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可依身份属
性，相应获得民政医疗救助或财政专
项资金资助。”该工作人员说。

10月30日，记者询问网友其父亲
医保办理情况，网友称因在外地有事，
还未能赶回老家办理。他将时刻关注
此事，争取能在规定时间内为父亲解
决医保办理问题。 （罗 俊）

90岁老人没有参加医保，能否享受医疗补贴政策，如不能，该如何参保？

网友的问题有了答复

本报讯 10月15日，隆回县横板
桥镇网友刘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网
（www.shaoyangnews.net）咨询：他想组
织村民对组上道路进行硬化，但不了
解道路硬化的标准是什么。

刘先生是横板桥镇高龙桥村8组
村民，多年来一直在广东做生意。“我
们组上的道路还是以前的泥巴路，看
到其他村组都有了水泥路，我萌发了
带动村民修路的想法。但是，我以前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清楚道
路硬化的标准。”刘先生说。

10月16日，隆回县横板桥镇政府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湖南省农村公路
管理办法》：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的基本
原则是统筹规划、县为主体、国省补
助、多方筹资，同时要因地制宜、保证
质量、保障安全。

农村公路建设标准为：村道应基
本达到四级公路技术标准，路基宽度

不小于 4.5 米，路面宽度不小于 3.5
米。水泥砼路面面层厚度不小于20厘
米，强度等级不小于C30，基层必须满
足强度和平整度的要求；沥青路面面
层厚度不小于3厘米，水泥稳定类基层
厚度不小于18厘米。

“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结合交
通流量和自然条件等因素，部分村组
可采用多种类型路面设计。路面宽在
4.5 米及以下的连续路段根据地形及
视距，一般每300米设置错车道一处。
错车道长 10 米，路面全幅宽 6 米。个
别路基改造工程量较大且交通流量又
较小的特殊路段，经批准可适当降低
标准。”该工作人员说。

（罗 俊）

隆回县网友咨询：

村级道路硬化有啥标准？

本报讯 10 月 10
日，邵阳县五峰铺镇网
友“一个心急的人”通过
邵阳新闻在线网（www.
shaoyangnews.net）民 情
直 通 车 栏 目 留 言 咨
询 ：五 峰 铺 镇 的 街 道
路灯、卫生、绿化以及
自 来 水 等 设 施 不 完
善 ，不 知 道 政 府 部 门
对此有何规划。

网友“一个心急的
人”称，五峰铺镇街道路
灯比较少，街道灰尘比
较重，虽然每天有洒水
车进行作业，但难以解
决问题。自来水常伴有
杂质，需要借助过滤器
才能使用。网友“一个
心急的人”希望了解到，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部
门有何规划？

10月12日下午，五峰铺镇政府办
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下半年，五峰铺镇
已在霞峰路试点安装集镇路灯，并计
划在今年过年前在集镇主要街道统一
安装路灯。“由于处在城乡交接处，扬
尘问题暂时不能彻底解决，但已在邵
衡路试点下水道开口，将沉积泥沙冲
入下水道来改善集镇灰尘问题，目前
正逐步在其他街道实施。同时，集镇
自来水改造工程也正在实施，对集镇
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有望明年改善
水质。”该镇政府办工作人员介绍。

（张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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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名为“校方通知”的邮件时，不少同学都会毫不犹豫地点开，
但360安全卫士发布安全提醒说，近期，有不法分子以学校的名义向
学生发送带有木马的攻击邮件，使许多同学社交账号被盗，甚至造成
财产损失，广大同学和校方要注意提防。新华社发 曹一 作

小心“木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