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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政府声音 倾听百姓诉求

我家怎么领不到
危改补助款？

定安县定城镇桐卷村委会桐水村一苏
姓村民向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反映：

去年年底，我家拆除危房重建，申请
2016年的危房改造补助，前段时间同期申请
补助的村民都已拿到了补助款，而我家却毫
无动静，究竟是什么原因？

桐卷村委会回复：

该村民的老房的确属于D级危房，但他
并未被列为今年的危改对象，所以没有领到补
助款。该村委会今年只有10个危改指标，却
收到13份申请。按照最贫困、最危险原则，该
村优先将贫困户、五保户以及住房条件最危险
的村民列为危改对象。该村民的经济情况和
住房情况比其他申请者稍好，所以未在其列。

定安县住建局回复：

桐卷村委会的做法符合县农村危房改
造实施方案的规定，且根据规定，在本村另
有安全住房的居民不可申请危改补助，该村
民的申请并不完全符合危改标准。

（本报记者 邓钰）

下水道被堵谁来管？

五指山市一群众向省政府综合服务热
线12345反映：

自己家住五指山市理文路鑫鹏花园 A
栋 101，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起所住房屋厕
所的下水道被堵，一直往外冒脏水。小区物
业进行了处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现在物
业声称属于开发商的问题，双方相互推诿。

五指山市房管局处理答复：

经派工作人员到该小区进行实地核查，
诉求人反映的情况属实。五指山市房管局
当即要求该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对鑫鹏花园
A栋 101 房的下水管道堵塞问题进行处
置。目前该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已派员施工
修复完毕，该房被堵的下水管道现已可以正
常排水。 （本报记者 宗兆宣）

谁能指导贫困户养蚯蚓？

海口一群众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家是贫困户，现在想养殖蚯蚓脱
贫，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一些技术指导。

省农业厅答复：

目前省农业厅没有推广蚯蚓苗的饲养技
术，但已与海南省罗牛山能源环保公司负责
人联系，该公司愿意提供技术咨询。目前已
把相关情况和相关负责人电话号码提供给该
贫困户。 （本报记者 宗兆宣）

屯昌东风小区
部分业主
年后可入住

本报屯城 12月 21 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12
月15日，本报以《苦等3年盼
新房 望穿秋水无奈何》为题，
报道了屯昌县屯城镇东风小
区逾期3年未交房一事，引起
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高度重
视，立即举行现场办公会，增
派施工班组，加快建设进度，
预计在春节后部分业主可入
住小区。

今天，记者在东风小区看
到，所有脚手架早已拆除完
毕，工人正在有序地铺设绿化
和地砖。

“目前糖厂国有工矿棚
户区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
等待验收，二期经适房已基
本完工，小区配套工程建设
也在快速推进中。春节后，
部分业主就可以进场装修
或入住。”在现场监督施工
的屯昌县住建局副主任王
振旭介绍，看到本报报道
后，该局立即约谈相关施工
单位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现
场举行办公会，部署项目推
进工作。同时，各施工单位
分别加派施工班组，加班加
点作业，在保证建设质量安
全的基础上，以最快速度推
进项目进度。

据介绍，小区的棚户区改
造工程本月内可竣工验收，经
适房二期春节前可初步验收，
公共绿化、路面的建设工作已
完成95％。目前，公共区域
的配电、供水设施已安装完
毕，待完善各楼层住户的配
电、供水装置后，便可实现水
电入户。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2月21日，临近中午，文昌市
东路镇红光村委会内寨村村民韩
里元骑着摩托车准备回家吃饭。
车轮陷进了一个又一个坑里，1.5公
里的路，一路尘土飞扬，60多岁的
老韩屏住呼吸驾车颠簸了近10分
钟，才骑到村口。

“这条路是我们村里连通外
界唯一的路，天气好的时候都很
颠簸，更别说下雨的时候了！”韩
里元说，这条路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浆四溅，过往行人叫苦连天，
还经常有人摔倒；一遇上雨天，道

路泥泞不堪，地里生产的粮食运
不出去，孩子只能卷起裤腿徒步
去上学，来走亲戚的小汽车还会
抛锚在村头……

内寨村紧邻海文高速潭牛东
路出口处，记者留意到，这条通往
高速路口的道路，有一部分已经铺
上了水泥路。

“已经修好的那段路是属于潭
牛镇的，我们村属东路镇，现在就
剩下我们这一段没有修好了。”内
寨村村民小组组长符儒浩告诉记
者，这条土路是附近几个村庄村民
赶集、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村
里也多次向镇里打报告反映情况，

请求政府修缮，希望却一次又一次
落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交上
去的报告就没有了下文。”

为了让路好走一些，内寨村的
村民们每年都集资1万多元购买沙
子和泥土，将土路进行简单的平
整。但一下雨，路面又成了泥潭。

为何这条难走的路没人管？
记者找到了文昌市东路镇政府。
东路镇党委委员苏子涵是红光村
的驻点干部，她早已将相关情况汇
报给了文昌市交通运输局。

“交通局回复，这条路已经列
入了明年的修缮计划中。”苏子涵
告诉记者，这条接近1.5公里长的

村路，真正修好要花费上百万元，
镇政府掏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必
须向市里打报告。

记者今天从文昌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在“十二五”计划中，文昌
农村的水泥路大多数都只通到了
村委会，对于通往自然村道路的
修缮，已列入“十三五”计划。目
前，全市通往自然村的道路 60%
已经修好，剩余的40%将在2018
年前全部修缮完成，而内寨村的
这条土路则在明年春节之后进行
勘测修缮，以保障村民尽快走上
顺心路。

（本报文城12月21日电）

本报保城 12 月 21 日电 （见
习记者贾磊）刚刚交房不久的新
房要交 1098 元的水电开户费？
近日，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金江农场花苑小区的居民小敏
（化名）向本报记者反映，新房子
本应该水电表齐全，为何还要另
外交钱？

日前，记者来到金江农场住
房办采访，针对这项收费，住房
办主任潘忠说：“花苑小区是金
江农场职工的保障性住房，这笔
水电安装费是通过农场党委会

决议通过的。”潘忠告诉记者，其
中 798 元是水表与管道改造费
用，因为接入新的供水管道，需
要改造小区内部管网；另外 300
元是智能电表和安装费。

对于住房办的解释，小敏表
示，“我买房的次数也不多，但是
没见过房子买了还单独需要买水
电表的？”

记者联系到海南电网公司保
亭供电局相关部门，对方表示：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该小区是金
江农场为了解决危房改造职工安

置问题在 2011 年开工建设的保
障性住房，属于集资建房，小区总
共360户。根据南方电网住宅用
电负荷密度的相关测算标准，和
金江农场当时已有的变压器运载
情况，该小区应该采用专变供
电。因为变压器产权属于农场，
所以电表需要他们自行采购安
装。”

此外，记者从保亭县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处获悉，我省现行的
《海南省保障性住房建设技术规
定》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经济

适用住房和‘两限房’装修宜一次
到位，装修可采用“套餐或菜单选
择，样板间引路”的方式，供入住
居民自由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分
户设置水表、电表、燃气表等智能
费终端，便于管理。”该负责人表
示，金江农场住房办的收费并无
违规之处。

听完了三个部门的解释，业
主小敏感叹道，“终于明白了，
这笔钱花得踏实，很感谢这么
多部门为我们业主解答这些疑
惑。”

保亭金江农场一小区入住要交千元水电开户费？

3部门厘清收费项目解民惑

贫困学子为何无法
申请助学金？

群众王女士向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家庭是贫困户，两个孩子 2013 年
读中专，2016年读大专，今年11月底申请助
学金，但没有成功，镇政府告知：2015年入学
的就能申请，2013年入学的无法申请。

省教育厅答复：

王女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个孩子在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校中大专5年连读。其
中一人获得国家助学金3500元，生源地助学
贷款未获批；另一人获得生源地助学贷款
7000元，国家助学金未获批。学校出台了针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资助政策，每人每年
3500元，还有爱心资助每学期600元。近日
省教育厅安排专人赴学校协调此事，学校已将
资助金发到学生手中。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文昌市东路镇红光村
委会内寨村的土路上，一位骑
摩托车的村民因路况不佳而
摔倒。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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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迎宾大道某楼盘附近，草丛里乱堆乱放的建筑垃圾与周边建筑
形成了一幅极不和谐的画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青草丛成了垃圾堆

文昌东路镇内寨村土路难行
部门回应：明年春节后勘测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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