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区

民 情

街谈巷议

“市城区中行路路边一处自来水管施工一个多
月了，施工断断续续的，到现在还未完工，十分影
响道路交通。”近日，市民罗女士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2880735反映这一情况。（详见12月12日《郴州
日报》3版）

为解决居民家中水压较小、导致顶楼居民家中
无水的情况，而对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这种服务意
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断断续续施工一个多月
到现在还未完工，导致道路交通与居民出行受到影
响，这样的施工“半拉子工程”又无疑令人郁闷。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来水管网改造本来是件
好事，但好事就应该办好。因为施工成了“半拉子
工程”，给居民们造成了困扰，在办好事的同时把
坏事也留下了，让好事大打折扣，民心工程也最终
变成闹心工程。这样的现象在各地并不鲜见，一方
面反映了施工部门的责任匮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
管理部门的监督缺位。

展开来讲，城市为了整治安全隐患，或为了更加
规范和美观，不间断地进行规划和建设是常有之事，
但在进行规划建设尤其是突然性的拆、改工程时，应
该尽量避免给市民带来障碍和麻烦，即便是有些无
可避免的障碍，也应该尽量做好善后工作。如果做
事虎头蛇尾，就会遭人反感。对施工单位来说也是
如此，“半拉子工程”显然就是典型“有头无尾”的表
现。虽然施工部门可能确有自己的苦衷，但是，市民
的出行与生活每天都在进行，施工如果不尽快进行
并结束，市民的出行怎能顺畅？因此，希望施工部门
多为民生考虑，坚决杜绝“半拉子工程”。

值得欣慰的是，施工方的态度诚恳，解决问题的
意识也比较积极，并对此向市民致歉，希望能得到谅
解，同时将尽快完成施工，把开挖的部分回填，恢复
路面，早日解决居民用水问题。如此看来，民生利益
当前，再大的困难都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施工施工““半拉子半拉子工程工程””要不得要不得
□ 刘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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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入户水表费

所在地：汝城

2018年汝城县自来水接送到高村，村领导向我们
每家农户收取100元水表钱，请问这种收费是否合理？

——网友“woo”

汝城县水利局回复：
汝城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是汝城县脱贫攻

坚的十大工程之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
知》《湖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建立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湖南省“十三
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考核办法》等文件精
神，为了加强对饮水安全项目建后的维护管理，更好
更长久地保障老百姓饮水安全，汝城县饮水安全项目
都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建立村级管水理事会，选好
水管员，依法依规收取水费。郴水发 （2019） 107号
文件更是明确规定，所有水利建设项目都要先建管护
机制，再建设工程。高村村属贫困村，2018 年饮水
安全项目建设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村
管水理事会，由村理事会收取每个入户表100元做为
预交水费，资金由村理事会统一管理。每表收取100
元，利于项目完工后的长期管护，用于补损、维护，
使工程发挥长久效益。

公交车不到终点站

所在地：中心城区

12月5日，我从苏仙区白露塘镇政府出发，到天龙
汽车站司机就叫我下车，说车子不去终点站。晚上八
点，我还急着赶到郴州西站乘高铁，没办法只能打车去
了，还好不远 ，赶上了高铁。遇到这种司机，真让人
气愤，真是太不尽职了。

——网友“木子”

郴资城际巴士公交公司回复：
因时间过久，车辆监控已经被覆盖，无法查看相

关监控视频，对该情况我公司表示歉意。我司接到投
诉后，对当天的晚班驾驶员全部进行了询问，经查实
为湘LA4929车辆驾驶员，公司严厉批评教育了这位
驾驶员，根据公司管理制度，责成其写出深刻认识并
扣发优质服务奖。同时也告诫所有驾驶员以此为戒，
把公司的规章制度及服务落到实处。

拥军路星悦华府建设项目夜间超时施工，浇灌混
凝土机械作业产生噪声扰民，请求处理。

——市民黄先生

我位于中山东街“东街雅苑”的房屋面积实际为
115.98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登记证上测量的面积，
实测面积为 122 平方米，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差价遭
拒。 ——市民朱先生

我们是汝城县卢阳镇卢阳步行街十九、二十栋的
住户。我们所居住小区是商住楼，一、二层为商业门
面，三层以上为住宅楼。因为在拆迁时，政府和开发
商与回迁拆迁户有不得经营餐饮业的协议，所以开发
商在设计、建筑时只在住宅部分预设了专用烟道，
一、二层商业门面却没有预设烟道。今年，经营餐饮
的“小板凳”酒店在我们楼下二楼装修店面，准备经
营餐饮，我们两栋住宅楼的居民多次提出了抗议，并
出面阻止。“小板凳”老板在通过物业组织双方协
商、我们住户仍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施工。

——网友“真想说实话”

以上稿件选自“今日郴州”客
户端和郴州新闻网“问政”栏目，
欢迎各位网友登录，踊跃发帖。栏
目组真诚地期待各单位直面群众留
言，积极回应。欢迎各单位使用单
位全称注册，登录后可评论回复。 今日郴州 客户端

发 帖

近日近日，，苏仙区苏仙区
南塔街道裕后街社南塔街道裕后街社
区商业街自来水管区商业街自来水管
道提质改造工程如道提质改造工程如
火如荼进行火如荼进行。。据了据了
解解，，此项工程于此项工程于1010
月底启动月底启动，，将为裕将为裕
后街商业门面用水后街商业门面用水
提供便捷和保障提供便捷和保障，，
总共更换水管总共更换水管16001600
多米多米。。((全媒体记全媒体记
者者 侯岳超侯岳超 摄摄))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华） 近
日，第28届世界脑力锦标赛全球总决赛在湖北武汉举
行，经过激烈角逐，郴州桂阳的龚迅荣获“世界记忆大
师”终身荣誉称号。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名选手参加。在三天时间内，参赛选手分为儿童
组、少年组、成人组和老年组，在人名头像、二进制
数字、马拉松数字、抽象图形、快速数字、虚拟事件

和时间、马拉松扑克牌、随机词语、听记数字、快速
扑克牌等十个项目中进行了一场场“头脑风暴”，决
出全球“脑王”。

全球总决赛前，中国有2000多人参加了城市选拔
赛，最终遴选出300余名选手参加总决赛，35岁的龚迅
在选拔赛中脱颖而出。

据悉，龚迅大学毕业后从事路桥工作 10 年，一直
对各种提高记忆能力的方法特别感兴趣。两年前，

电视节目 《最强大脑》 中胡晓玲、王峰等能轻松记
忆一副扑克牌的场景让龚迅记忆犹新。此后，他不
断寻找相关资料学习，并有幸结识 2016 年获得“世
界记忆大师”称号的倪彤，跟随他一起学习。总决
赛中，龚迅成功在 53 秒内记住了一副打乱顺序的扑
克牌，并在 1 小时正确记忆了 1140 个随机数字，1 小
时正确记忆了 14 副扑克牌，最终获得“世界记忆大
师”终身荣誉称号。

53秒记住一副扑克牌，1小时记忆1140个随机数字，1小时记忆14副扑克牌

桂阳龚迅获“世界记忆大师”荣誉称号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卫） 12月
19日，记者从市公汽公司获悉，从12月17日15时开
始，市城区8路、66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据了解，12月17日15时，市交警支队取消五里堆路
与燕泉路路口红路灯，对五里堆路与南湖路进行隔离，
所有五里堆路与南湖路车辆只能右进右出，根据交通组
织需要，市公汽公司对原经过该路段的8路、66路公交
线路优化调整。

8路线网优化后路径：高壁枢纽站—同心路—寒溪

路—骆仙西路—南岭大道—五里堆路—燕泉路—香雪
路—民生路——骆仙路—南湖路—九子塘路—梨树山
路—兴义物流 （返回） —梨树山路—九子塘路—南湖
路—骆仙路—龙泉路—燕泉路—五里堆路—南岭大道
—骆仙路—寒溪路—同心路—高壁枢纽站。

66 路线网优化后路径：高壁枢纽站—同心路—南
岭大道—香雪路—南湖路—骆仙路—香花路—南塔路
—南街—东街—曹家坪路—郴江路—苏仙路—桔井路
—御景湾（原路返回）。

市城区8路、66路公交线路有调整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翔）12
月24日，记者从郴州火车站获悉，自12月30日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调整图，途经郴州的
部分列车有所调整。

具体调整情况为：12月31日起由达州站始发开
往惠州方向的K1171次列车，抵达郴州站的时间由
原来的 08:58 调整至 12:05，开车时间调整至 12:10；
12月30日起由广州东站始发开往哈尔滨西方向的
Z236次列车，抵达和开出郴州站的时间相比之前
推迟了两分钟，调整为当日的23:57到、次日0:01
开；12月31日起K302次、K9063次取消郴州站停
站，改为通过列车。

此外，还有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包括12月28
日起临时停运K9003次列车，12月29日起临时停
运 K486、K688、T8302、K9017 次列车，12 月 30
日起临时停运 K191、K192、K600、K9006 次列
车，12月31日起临时停运K687、T8301、K9005、
K485 次列车，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临时停运 K599、
K9018 次列车，2020 年 1 月 2 日起临时停运 K9004
次列车。这些临时停运的列车将按新时刻恢复运
行，开行日期将另行通知。

郴州火车站部分
列车运行时刻有调整

郴州日报 12月 25日讯 （全媒体记者 杨芝
娟） 近 日 ， 市 民 何 述 孔 致 电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2880735），咨询特殊门诊定点药店是否可以更换。

81岁的何述孔患高血压三期疾病，属于特殊
门诊慢性病病种，特殊病种门诊取药定点在国庆路
的乐康大药房。由于他摔跤做了手术，现在行走需
要拐杖辅助。家住在苏仙区沿江路的小区，而定点
药店在国庆路，取药很不方便。他想换一个离家近
一点的药店。

记者随后咨询了郴州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
人员。该局回复，何先生可自愿选择任何一家特
殊门诊协议医药机构。苏仙岭附近可以选择飞虹
路的上林大药房飞虹路店或苏仙南路的南岭大药
房。在今年年底将身份证复印件送到自己选定的
药店，并注明本人自愿转入 XX 店，留下联系电
话即可，药店会将资料报送市医保中心特殊门诊
科办理变更手续，明年就可以直接到更换的新药
店取药了。

特殊门诊定点药店可更换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全媒体记者 郑翔）“23
路公交车取消恒大华府站后，我们小区住户乘车特别
不方便，希望能够恢复。”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2880735反映这一情况。

李先生说，23路公交车以前在恒大华府寒溪路大
门有个公交停靠点，小区居民乘车十分方便，可10天
前，23路公交车突然不到小区门口停靠了，以致小区
住户乘车要到南岭植物园对面的公交站，“走过去差不
多有1000米，希望市公汽公司能够恢复23路到小区门
口停靠。”

对此，记者找到市公汽公司总经理助理梁悫。梁
悫告诉记者，由于寒溪路没有公交车，他们公司为了
方便市民出行，因此将23路公交车临时停靠在恒大华

府寒溪路大门附近。然而最近，有居民投诉，恒大华
府寒溪路大门附近没有设置公交港湾，公交车在此停
靠影响了住户的交通出行，为此他们公司取消了恒大
华府寒溪路大门附近临时停靠，但此举也引起了乘坐
公交车出行居民投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2 月 16
日，市交通部门联合市公汽公司、规划、交警、城管
等部门与恒大社区、恒大物业及恒大华府业主代表一
起召开现场调度会议商议解决，经过协商，相关部门
将在恒大华府大门南侧建设公交车临时停靠点，保障
市民安全出行。目前，相关部门还未在恒大华府大门
南侧设置临时公交停靠点以及划公交停靠地标线。“一
旦公交临时停靠点设置好后，23路就会在恒大华府大
门南侧进行停靠，方便居民出行。”

23路公交车取消停靠恒大华府致居民不便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谢丽萍 王越民） 12
月中旬以来，北湖区燕泉街道深入辖区开展“冬季安全取
暖”宣传排查活动。

燕泉街道组织街道、社区（村）全体干部职工深入辖区
居民小区、企业、市场等地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同
时，利用社区微型消防站的功能，不定期组织义务消防队
员、志愿者、居民及企业业主，开展消防宣传、知识讲座及应
急逃生演练，增强实战和逃生能力，构筑起消防安全“网络
化”防控体系，确保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截至目
前，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检查经营企业30余家，发现
隐患16处，现场整改到位7处，下达执法文书9份。

燕泉街道：安全隐患大排查

郴州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曹淑利） 连日来，
北湖区人民路街道开展公益电影放映进社区活动。

这次公益电影由恭志影城放映，影片内容包括爱国、
科幻、文艺等。人民路街道12个社区各提供一个居民集
中的小区，并提前发通知邀请居民来观看。在龙泉名邸小
区放映时，居民们早早前来选好位置，等待观看。电影开
始后，居民越聚越多，有的坐，有的站，甚至有的小朋友
坐到了爸爸的肩膀上，他们都在观看露天电影——《建国
大业》。在场居民表示，很久没有看到露天电影了，现在
可以重温小时候的生活，在自家门口，既不用买票，又借
此难得的良机与同住一个小区在平日里缺乏交流和沟通的
邻居们联络感情。

人民路街道：公益电影进社区

郴州日报12月 25日讯 （全媒体记者 许成君）
“五路堆路往南湖路方向为什么不能直行了？”12月23
日，家住新贵华城的徐惠向记者反映，从上周二开
始，她像往常一样途经五堆路准备回家时，不能直行
通过市城区五里堆路与燕泉路交叉路口往南湖路去，
而是要从五里堆路右转到燕泉路广场转盘处掉头，再
经过燕泉路右转到南湖路，很不方便。

12月24日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了燕泉路与五里
堆路、南湖路的交叉路口了解情况。此时，该路口的
红绿灯已暂停使用，从五里堆与南湖路直行方向的路
面上，摆放了近20米防撞桶与水马，设置成临时路障
禁止直行，而现场的警示条已被扯断。

在记者蹲点的 1 个小时里，该路口车辆行驶有
序，交通顺畅，大部分司机都能按交规正常通行。然
而，有一位司机想从南湖路通往五里堆路时，为图省
事，将车停在交叉路口中间后，步行下车将水马移
开，挪出一条车道。

该司机发现记者在拍摄，停留片刻便将车往燕泉

路开走了。5分钟后，有3辆车从五里堆路方向行驶到
该路口时，从这条被挪出来的行车道上，直行通往南
湖路，导致燕泉路上正常行驶车辆，只能停下让行。

“这是个‘井’字形路口，车流量大，路况复杂，直接
影响周边龙泉路、燕泉路、五里堆路、南湖路和骆仙路的
交通状况。”郴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城南中队队长雷震
介绍，为了缓解该路口周边的交通环境，保证市民安全、
畅通出行，根据两个多月来对该路段的分析研究提出试
行方案，上周二开始对五里堆路至南湖路禁止直行。

“不能直行肯定不方便，但是路况好了很多，以前
这里经常堵，尤其是上下班的时候，南湖路口常常堵
得动不了。”家住附近的廖大庆老人指着燕泉路与南湖
路口说，这些天堵车的现象少了很多，他接送孩子上
下学时感觉路面都宽敞了。

“目前该路段还处在试行阶段，待搜集整理各方意
见，进行整体分析评判后，再根据实际需求恢复通行
或安装护栏。”12月24日，雷震就目前试行的五里堆
路往南湖路方向为何不能直行这一疑问进行了解答。

五里堆路往南湖路暂时不能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