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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23日，邵东县网友“不
平凡的我”通过邵阳新闻在线网（www.
shaoyangnews.net）留言称，邵东县图书城
附近有家制线店，持续生产加工产生的声
音大，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
响。

网友“不平凡的我”说，他住在邵东县
图书城9栋3楼，制线店的生产线在2楼，
有四台机器，该店经常从6时开始生产一
直到22时，生产过程中机器产生的声音和
震动很大，影响休息。

27日，邵东县环境保护局负责环境监
察的工作人员介绍，得知网友反映的情况
后，局里安排监察工作人员到该制线店进
行现场调查。到达现场后，工作人员发现
制线店没有生产作业。

“我们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了店主，店主
表示有时需要赶货，所以会在夜晚加班生
产，每个月会加班一至两次。我局要求店
主严格按照承诺的生产作业时间进行生
产，即上午8时30分到12时，下午14时到
19时。我们要求店主安排好时间，不要再
出现夜晚加班生产的情况。如若再违反，
将对其严肃处理。”该工作人员称。

（张 洋）

夜晚加班生产
噪音扰民

本报讯 11月25日，邵阳县网友宋女
士向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
net）反映，邵阳县塘渡口镇杨栗坳路老印
刷厂正在进行棚户区改造，导致杨栗坳
路堆积起大量灰尘，车辆驶过，灰尘漫天
飞扬。

“灰尘对我们住在周围的居民影响很
大，早上把衣服晾在外面，晚上收回家，衣
服上全是灰尘。行人经过这个地方，都要
捂着鼻子。希望环卫部门能够对这个路段
进行洒水清理。”宋女士说。

邵阳县环卫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市
民反映的杨栗坳路扬尘问题，主要是老印
刷厂正在进行棚改修建房屋所致。

“我局针对此问题，对该区域洒水降尘
工作做出调整：全天洒水分两次进行。早
上洒水在凌晨5时左右，中午洒水定在13
时30分左右。我局将自觉接受市民的监
督，努力做好服务工作。”该工作人员
说。 （罗 俊）

路面扬尘
影响居民生活

本报讯 11 月 22 日 ，新 邵 县 网 友
“ 莫 迪 ”通 过 邵 阳 新 闻 在 线 网（www.
shaoyangnews.net）留言称，新邵大道通车
多年，建好的路灯却从未亮过。

网友“莫迪”称，新邵大道通车至今已
有五六年时间，它的通车大大改善了沿线
及新邵西部乡镇群众的出行，但大道两边
已安装好的路灯至今都未亮过。“随着新邵
西高速出口的开通，新邵县城经新邵大道
上下高速的车越来越多，车流量越来越大，
但是一到晚上，沿途没有一盏路灯开启，漆
黑一片，给沿途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希望政府部门能早日解决路灯的问题。”网
友“莫迪”称。

11月23日，新邵县住建局办公室工作
人员介绍，新邵大道路段路灯确实安装已
久，但由于一直没有安装好高压电源，所以
未能通电。“目前我们正在安排安装高压电
源配置，预计在今年12月底可实现通电。”
该工作人员称。 （张 洋）

新邵大道路段通车多年，建好的

路灯却从未亮过

网友盼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讯 11 月 22 日，网友“蓝山”通过邵
阳新闻在线网（www.shaoyangnews.net）反映
称，高崇山镇、范家山镇、牛马司镇等乡镇沿线
马路市场现象严重，赶集的摊贩将摊位摆到了
过道上，造成车辆通行不畅。

网友“蓝山”称，他近段时间从邵阳市区去
邵东县办事，走G320国道，30公里不到的路程
走了两个多小时。“途中遇到很多乡镇在赶集，
不少人将摊位摆到了国道上，占道经营，这种
违规占用公路的事情谁来管？”网友“蓝山”说。

27日，邵东县公路管理局路政大队工作人

员介绍，根据相关规定，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
围内不能摆摊设点、堆放物品。据了解，针对
国道G320沿线马路市场影响交通的行为，该
大队不定期开展大型专项清障行动，对占用公
路的堆物放料进行清理。在路政日常巡查中，
该大队对占用公路堆物放料、以路为市摆摊设
点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屡禁不止的还会立案
查处。此外，该局已经书面提请县政府部门对
沿线的马路市场依法进行取缔。

“国道 G320 沿线的马路市场，比如范家
山农贸市场、牛马司废旧机械市场，各级政

府部门都很重视。受种种因素制约，取缔马
路市场一直不彻底，无法形成长效机制。经
常是搞整治行动的时候好一点，整治行动一
结束又反弹。”该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邵东
县正在进行 G320 文明路创建行动，沿线各
乡镇以这次文明路创建为契机，同步设置镇
区管理机构，加强日常监管，规范镇区范围
内的涉路经营行为。如果沿线各经营户能
服从管理，规范经营，马路市场乱象将有望
得到治理。

（张 洋）

摊贩占道经营致通行不畅

本报讯 “这些废弃船舶终于被拆解
上岸了。”11月26日，新邵县酿溪镇肖家湾
附近居民刘先生高兴地说。新邵县近期开
展废弃闲置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周边百姓
拍手叫好。

据了解，新邵县地方海事处在县交通
运输局的组织指导下，联合水利部门、各涉
水乡镇政府组成联合执法组，开展废弃闲
置船舶整治工作。联合执法组对所有废弃
闲置船舶进行摸底统计，发布废弃闲置船

舶拆解通告，要求废弃闲置运输船船主在
规定期限内，将船舶自行拆解，并清理上
岸。截至 26 日，吊离上岸船舶 15 艘，完成
拆解7艘。

（孙建军 何俊君）

本报讯 11月23日，邵东
县网友赵先生向邵阳新闻在线
（www.shaoyangnews.net）反映，
邵东县新辉路有两家汽车喷漆
店作业时散发出刺鼻的油漆
味，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邵东县环境保护局工作
人员介绍，11 月 21 日，已安排
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到这两家
汽车喷漆店调查处理。“两家
汽车喷漆店没有办理任何手
续。他们用于汽车喷漆的设
备 主 要 为 一 台 烤 箱 和 修 复
机。在给汽车喷漆时，两家店

没有采取封闭式处理，产生的
气味由下水道排出，对周边居
民生活带来影响。”该工作人
员说。

“我局对两家店下达了限
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他们在两
个月之内办理好相关手续，安
装好油漆收集、处理等防治污
染的设施。喷漆时，要求他们
将烤房密闭，严禁向下水道排
放废气。如未按期按要求整改
到位，我局将依法依规进行严
肃处理。”该工作人员说。

（罗 俊）

汽车喷漆店作业
发出刺鼻气味

本报讯 11 月 24 日，邵阳县网友李先生
向邵阳新闻在线（www.shaoyangnews.net）反
映，他是新邵人，近期刚来邵阳市区上班。他
在单位想申请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而医保
站的工作人员却说办不了。李先生表示不解。

“医保站的工作人员说我在新邵县已经办
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无法再办理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对以后的医保

报销有影响？”李先生说。
邵阳市医疗和生育保险基金管理处工作

人员表示，根据相关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拥
有一个医疗保险账户，即在邵阳市内只能购买
一种医疗保险，要么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要
么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种保险不能同时重
复参保。“李先生在新邵县办理了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无需再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无论

是哪种医保对他报销都是没有影响的，他在哪
个地方缴费就去哪里报销。”该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李先生想通过工
作单位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那么他必须先
去新邵县医保中心终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然
后再办理调出手续，市医保处才能给其办理职
工医疗保险。

（罗 俊）

办理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李先生，想再申请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网友的疑问得到解答
部门回复：一个身份证只能拥有一个医疗保险账户

本报讯 11 月 24 日，网友“姚
姚 ”通 过 邵 阳 新 闻 在 线（www.
shaoyangnews.net）留言咨询：父亲因
错过体检时间，没有进行特殊病种门
诊的复检。现在，父亲想继续申请特
殊病种门诊，不知道该走什么流程。

网友“姚姚”介绍，父亲70多岁
了，2013 年申请了特殊病种门诊，
2015 年因错过体检时间而中断。

“父亲现在每个月都需要服用药
物，医疗费用负担重，他想继续申
请特殊病种门诊，但不知道该怎么
申请？”网友“姚姚”说。

29日，邵阳市医疗与生育保险

基金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办过特
殊病种门诊而中断的，需要本人拿
医保本、一寸照片以及近期的住院
资料，包括住院记录、出院记录、诊
断证明书、相关检查化验报告和手
术记录等，到大祥区民族路医保处
一楼大厅12号窗口重新申报。

该处工作人员提醒，网友可以
在今年12月31日前上交资料申报，
体检时间是2018年1月4日。“申报
时，审批表上面预留的联系方式一
定要是有效号码，一些年长的特殊
病种门诊人员，最好留下子女的联
系方式。”该工作人员说。（张 洋）

网友咨询：

特殊病种门诊该如何继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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