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市政施工导致
自家车辆被弄脏了，咋办？

许先生向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反映：
我驾车经过海口市海垦天桥时，被市政施

工的油漆喷到了车身，应该到哪里免费清洗？

施工方海南省新颐有限公司回应：

市民如果在海秀大道到南大桥路段因市
政施工导致私家车被污染，可联系韩经理（手
机13907536900）免费洗车，但需告知具体路
段和时间。洗车地点在海口市永望路，抛光打
蜡地点在海口市金垦路。目前该公司正陆续
安排受污染车辆免费洗车。（本报记者 丁平）

3 残疾军人证
如何享受公交优惠？

李女士向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反映：
我是一名已退休的残疾军人，日前乘坐海

口市35路公交车时，司机不认军残证，要求出
示公交优待卡，是否合理？

海南海岛一卡通支付网络有限公司回应：

为了自动识别特殊人群身份及判断相应优
惠力度，海口市于2016年4月份起正式发行了
特殊群体优待卡，学生、老人、残疾人等群体可
凭卡减免费乘坐公交。目前，特殊群体也可持
纸质证件乘车，和优待卡处于并行使用阶段。
如遇到司机拒载，可拨打投诉电话66663066。

在海口居住的残疾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原
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张2寸白
底照片，前往所居住地的村（社区）残协即可申
请办理。也可拨打一卡通客服热线963001，咨
询就近办理地点。 （本报记者 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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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乡镇快递代理点多为无照经营，消费者取件频频遭遇二次收费

快递下乡“最后一公里”有点贵

本报八所12月7日电（记者刘
笑非 实习生何金龙）本报政音民
声版于12月1日刊发《东方感城居
民高价喝不上“放心水”》一文后，引
起了东方市有关部门关注。目前，
东方市物价检查所已勒令感城自来
水公司退还违规收取的水费，同时
水务部门也将针对群众反映的水质
不稳定问题开展水质监测。

据记者了解，感城自来水公司
已于感城镇政府张贴公告，将上月
收取的2000余户居民自来水费账
目公开，居民可赴自来水公司自行
领取相关费用。“但由于部分居民缴
纳金额较小，领取较为繁琐，因此自
来水公司会将其自动冲抵下月水
费。”东方市物价检查所工作人员吴
宁表示，在价格调整方面，物价部门
会与自来水公司及感城镇居民一
起，做到透明公开，严格按照程序执
行。此外也欢迎群众共同履行监督
义务，杜绝违规收费。

“一旦发现水质变差，居民可以
直接跟水务部门反映，我们会立即
进行水质监测。”东方市水务局局长
罗诗明表示，目前东方市驼兴水厂
的自来水管网入户及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均已接近完成，届时驼兴水库
的优质水源将保证感城镇及周边都
将用上放心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感城自来水厂
退还违规收费

1 我家怎么不在
民心饮水工程范围内？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新伟六队一
群众向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我家所在地区正在进行民心饮水工程建
设，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但唯独自己这一户人
家不在该工程的规划范围内，希望相关部门能
帮助解决饮水困难问题。

琼中水务局回应：

已专门派出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发现
由于新伟六队范围较大，住户分散，该户群众
位置较偏远，设计方调查规划时出现遗漏。经
技术人员、施工方及该户群众商量研究，已决
定增设管道至该户。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传递政府声音 倾听百姓诉求

消费者
有人默许 有人反对

12月5日，调楼镇墟居民王欢
从位于镇农贸市场的圆通快递代理
收取点取了4件包裹，共付费12元。

“按件收的，只要不是太大、太
重的东西，基本上是这个价，3块钱
一件。”王欢说，调楼镇墟上，除了
邮局，还有圆通、中通、申通、韵达、
天天快递等几家快递公司的收取
件网点，她自两三年前养成网购习
惯以来，在镇上的快递网点收取包
裹都是要付费的，“反正每次都收，
习以为常了。”

不过，也有消费者提出了质
疑。29岁的吴青曾在海口工作过
一段时间，为照顾家人，今年回到
镇里。吴青告诉记者，以前她在海
口居住时，快递送到家门口都没有
额外收费，现在包裹送到代理点，
不仅要自己取，还要二次收费，感
觉很不合理。

“不仅是调楼，临高其他乡镇
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位邮局工作
人员这样对记者说。随后，记者走
访了加来、多文、皇桐等多个乡镇
发现，除个别网点，大多快递公司

的包裹代理收取点存在取件收费
现象。

代理点
私人经营 自负盈亏

消费者已支付运费的快件，为
何在收取时还要额外付费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一位快递代
理收取点的负责人小邱吐出了“苦
水”：他们并非快递公司的正式员
工，从县城的仓库领取包裹运到乡
镇，从快递公司拿不到一分钱的补
贴和工资，就依靠这额外的收费来
填补这段路程的车油损耗和人员
工资，自负盈亏。

“这几年物流行业发展很快，
做快递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很
激烈，但只要市场有需求，就有盈
利。”小邱说，尽管快递公司没有补
贴，但是很多图方便的消费者愿意
埋单，他的代理点已运营一年有
余，略有利润。

对于代理点的收费标准，小
邱说，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依
据。各家收取点都根据自己的成
本进行核算，基本是 3元一件左
右，大件额外加价，但一般不超过
10元。

快递公司

二次收费与公司无关

圆通快递临高区负责人梁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圆通快递
只在临高县城、博厚、加来设有8个
正规的网点，消费者在这些网点取
包裹是不用额外付费的。但在其他
的个人代理点取包裹则可能要付
费，“因为人家出人出车帮你把东西
运到乡镇，路费总是要出的”。

不过，梁明表示，这些代理点的
收费行为跟快递公司无关，公司与
他们之间并无任何协议，一般都是
受收件者委托，代理人帮忙代收快
件。

主管部门
无营运资质者将被叫停

代收包裹并收费，确是收件人
委托并认可的吗？根据国家邮政
管理局规定，快递公司在投递快件
时，需核实验证收件人信息，如非
本人签领，应有相关委托证明。但
记者调查了解到，收件人与代理点
之间并无委托证明手续，并且，这
些乡镇快递代理点大多没有办理

营业执照，未取得营运资质。
对此，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钟敏表示，一方面，乡镇快递代理
点在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从
事经营行为，涉嫌违规；另一方面，
若快递公司不能提供代理人出示
的个人委托证明，擅自将包裹交给
非签约员工进行投递，也违反了邮
政相关管理规定。

“这类代理点存在严重的监管
漏洞问题，没有被本人签收的包裹
很容易丢失。”钟敏建议，消费者在
未委托代收快递的情况下，如被要
求付费才能拿到包裹，可拒绝签
收，并拨打电话向快递公司或政府
主管部门投诉。

临高县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办理营
业执照相关手续的乡镇快递代理
点，属非法营运。早在今年3月中
旬，当地工商部门曾接到消费者投
诉并出动了执法队伍进行专项整
治，违规违法经营者曾被“责令改
正”或要求“停止运营”。针对此次
记者调查反映的情况，该负责人表
示，将立即出动人员进行核查，无
营运资质者将被叫停，以规范市场
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

（本报临城12月7日电）

“下单时已支付货款
和运费，为何签收包裹的
时候还要交钱？”近日，有
消费者向本报反映，临高
县调楼镇一些快递网点涉
嫌违规收费。为此，记者
前往事发地调查，发现临
高多个乡镇快递投送点普
遍存在二次收费现象，收
费标准多为：中小件包裹
每件3元，大件物品视重
量而定，一般每件在6元
至10元不等。

这样的收费行为到底
是否合理？有没有违规？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当事
人和工商部门工作人员、
法律界人士。

4 澄迈老城
为何没有公交站牌？

有市民向南海网找领导平台反映：
海口至老城的多路公交车，以及老城区域

内的公交车都没有站牌，让当地的居民和“候
鸟”老人出行很不便。

澄迈县交通局和老城经济开发区回应：

海口市南海大道至澄迈县大丰立交约6.2
公里的快速干道，老城至马村港约10.7公里的
老马线公路，这两条老城主干道正在全线升级
改造，因此老城境内部分原公交站牌受到影
响，施工段原公交站台部分停用，但在其附近
设有临时停靠站，有简易便民指示牌，请过往
乘客注意相关提示，不便之处敬请见谅。道路
改造工程预计至明年春节前完工，届时原公交
站台会恢复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本报12月1日《政音民声》版刊登《海口两条道路 走过都说
难受》图片新闻引发各方关注。施工单位看到本报报道后立即
组织机械和人力，对连接琼山区环湖路的南宝路南延长线进行
路面修复，争取早日完工。

图为施工方在现场修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八所12月7日电（记者
罗安明）“村里的自来水管铺了
两年多，水表也装上了，但是一
直没水喝。”近日，东方市三家镇
乐安村村民向本报反映，村里
2800多人每天排队挑水，十分不
便。

记者来到乐安村，在村口的
一个取水点看到大批村民拿着
大桶小桶在这里排队取水。

村民符修华的三轮车上放
了8个桶，每天要来回拉两三趟
水，才够一家人的用量。他说，
有些村民家里没有三轮车，手提
肩挑一天至少要来回四五趟，耽
误了很多干农活的时间。

据了解，乐安村居住区的地
势偏低，周边地势较高的坡地上
种有大面积的农作物，村民们担
心化肥和农药会对地下水造成
污染，一直都没在房子附近打水

井。以前，大家都是去附近的河
流挑水。十几年前，村里在4公
里外打了一口水井，把水引到了
村口的这个取水点。

2013年，政府在乐安村启动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014年在村
里铺设了自来水供水管道。村
里向每户村民收了300元，开始
安装入户管道和水表。但是，两
年多了，自来水却没有正常供应
过。

“管道也铺了，水表也装了，
相关部门应该给个说法。”正在
排队取水的村民占良平说。

乐安村党支部书记符成辉
告诉记者：“2014年，装好一部分
水表后，村里的管水员打开阀门
试通水了几天，发现有管道爆裂
就关了。”2014年年底，当地负责
给乐安村和岭村供水的水厂还
不具备足够的供水能力，于是村

里安装水表的工作也停下来了。
针对此事，东方市水务局副

局长蒋开明表示，经排查确认，
2014年供水管道铺设后，乐安村
硬化巷道时，把管道挖破了。
2014年年底，当地水厂因为一套
处理净化设备没有完成安装，所
以只在2015年春节前给附近的
村子临时供了几天水。

今年上半年，水厂的水经检
测合格后，开始正常给岭村供
水。当得知乐安村仍无法正常
供水时，水务局以为是该村入
户水表没有完成安装，暂时不
能供水。10天前，经进一步到
现场排查，水务局确定了巷道
下的管道已损坏，立即安排人
员着手修复。

蒋开明表示：“修好一条巷
道下的管道，便会先通水一条巷
道，确保春节前实现全村通水。”

东方乐安村自来水没法“自来”
水务部门回应：已组织抢修，春节前全村实现正常供水

海口这条坑洼路
正在抓紧修复

乐安村民带着水桶排队取
水。 本报记者 罗安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