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上饶市广丰区数名教师
反映，当地一家自媒体——“名播天
下”借公益活动之名，通过相关渠
道，强制全区所有老师关注其微信
公众号，并大量推送商业促销广告
信息。老师们认为，此举令公益活
动变味，有损相关主办单位的形象。

对此，广丰区委宣传部回应，该
情况基本属实，当即叫停该宣传活
动。经调查，“名播天下”在承接禁
毒公益宣传活动中，未经主办单位
同意，擅自设置强制关注才能投票
的功能，违规植入商业广告。区教
体局、区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与该机
构合作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未严格

把关，跟踪监督不到位，造成了负面
影响。10月 30日，广丰区委召开专
题调度会，对涉事主办单位负责人
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成区网信办
加强对自媒体的监督管理，严格依
法依规查处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
当前，区网信办已下发了整改通知
书，依法责令“名播天下”全面整改，
并关停其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顺子”：安福县城北学
校（原 华 泰 学 校）校 门 前 有 条 马
路，与学校大门相距仅 50 米左右，
每天有很多机动车，尤其是大货
车通行。但该路段无任何安全警
示及交通信号灯，也很少看见交
警在现场维持秩序，给学生出行
造成了较大安全隐患。为保障学
生安全，应在上学、放学时段禁止
大货车通行或设置安全警示牌。

安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回

复：因城北学校门前的道路系连接
县城东西方向的主干道，暂时不宜限
时禁止大货车通行。我大队已建议
县政府尽快修通环城公路，让大货车
改道行驶，确保学生安全。我大队已
在该学校门前两边设置了警示标牌
及减速带，且每天上学、放学高峰时
段安排交警现场执勤，维持学校门前
的交通安全秩序，保护学生的人身安
全。建议学校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安排老师在上学、放学高峰时段
引导学生安全通行。

借公益之名推商业广告 公众号被封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建房户缴纳保证金有依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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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附近的马路无安全警示

读者周先生：上饶县皂头镇
要求建房户每户缴纳 1 万元甚至
更高费用的保证金，否则不予办
理建房手续，若未办手续建房的
予以拆除。本人多次要求镇里出
具该项收费的相关文件依据，但
工作人员拿不出。镇规划部门还
要求将保证金汇入工作人员个人
账户，且未开具发票收据。此举
是否合法合规？

皂头镇政府回复：根据我县
《加强乡村规划，规范农村村民建房
管理实施办法》（饶县办发【2016】36
号）文件规定，申请建房的农户选定
户型时，由镇（乡、街道）与建房申请
户签订协议，收取 1.5万元履约保证

金，纳入集体收入监管；对不按要求
建房的，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视情节
轻重处罚，对于按照选定户型建房
的，待房屋竣工验收后返还履约保
证金。另外，皂头镇根据本镇实际
情况，且经镇人大会议通过，降低履
约保证金额度即 1 万元。因我镇土
管规划线报账员长期请假陪护其住
院的妻子，不能及时收款，遂采取将
保证金暂时缴入相关人员个人账
户，再汇总打入公立账户，并统一开
票据。该“过渡”举措确实不妥，我
镇立即整改，要求每笔保证金必须
及时存入公立账户，并给缴费人开
具财政部门及相关测绘单位的缴费
凭据。

群众反映：兴国县方太乡黄
沙河桥改造是否浪费了大量的农
民耕地？

兴国县委办公室回复：经调
查，你反映的黄沙河大桥改造工
程位于兴国县方太乡方太村。原
黄沙河大桥修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现在已经属于危桥，若原址新

建将对周边的 3 栋民房造成影
响。

2016 年 9 月，经省交通厅批
准，决定在原桥下游50米处新建
一座桥梁。新建桥梁规划长 53
米，宽7米，需征用土地2.5亩，涉
及农户 12 户。征用的土地均为
桥梁建设所需，不存在浪费村民
耕地的情况。

黄沙河桥改造是否浪费农民耕地

邮箱：31773760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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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梦宁

群众反映：我是永丰县君埠
乡陂头村的村民，母亲高位截瘫
14年，今年5月因重度贫血，危在
旦夕，我和亲戚的血量不足维
系，能否借助社会力量提供血
源。

永丰县委办公室回复：经
调查，你母亲谢清香2003年高位
截瘫后长年卧床，今年 9 月因重
度贫血住进永丰县人民医院，医
院始终把救治病人放在首位，全
力保障你母亲用血的需求，经多
次输血和其他相关治疗后，你母
亲的症状明显改善、病情平稳。

下一步，吉安市将通过各种形式
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全面提
高无偿献血率，进一步理顺临床
用血管理相关制度和医疗机构
用血保障机制，最大限度保障临
床用血。

经了解，你家的生活确实困
难，属建档立卡贫困户。永丰县
民政局、君埠乡人民政府及陂头
村委会、扶贫挂点帮扶单位县检
察院都十分关注你家的生活状
况，如果你还有其他方面的要
求，可以同相关部门和单位联
系，我们将尽力给予你帮助。最
后，祝你的母亲早日康复！

母亲重度贫血 向社会求助血源

监护人疏忽
十几万元医疗费无法报销

李全平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听力障
碍。今年3月，李全平带儿子在省城一
家医院进行了儿童人工耳蜗手术，看
着儿子的听力渐渐有了好转，李全平
兴冲冲地跑到县医保局报销，结果被
告知只能报销3000多元。

“本来可以享受重度聋儿救治政
策，但报销的款项还不到材料费和手
术费的零头。”知悉事情原委后，李全
平后悔不已，不知所措。

得知相关情况后，乐安县委办派
员对此事进行了认真梳理和跟踪。

经核实，今年 3月，李全平的小孩
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了儿童
人工耳蜗手术，根据其提供的票据，总
费用 18.8 万元，其中人工耳蜗费用
17.6万元。

然而，根据《江西省重度聋儿（人
工耳蜗）救治康复工作方案》（以下称

《方案》）规定：实行自愿救治和经费分
担原则，即聋儿家长或监护人自愿向
残联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聋儿（人工
耳蜗）康复项目申请表》，自愿签署《项
目知情同意书》，到省协调办安排的定

点医院、定点筛查机构进行相关医学
检查、言语和行为评估，在术中使用由
中国残联统一采购、统一配送到定点
医院的人工耳蜗。

乐安县委办公室干部张辉向记者
介绍，由于李全平在儿子手术前未向
县残联提出申请并填写《聋儿（人工耳
蜗）康复项目申请表》，未到指定医院
进行检查、手术，而且使用的不是中国
残联统一采购的人工耳蜗，所以该县
医保局等部门根据《方案》规定，无法
给其报销医疗费。同时，根据今年医
保三大目录规定：人工耳蜗为自费材
料费，医保也无法进行支付。

多渠道发力
从3000元到15万元

考虑到李全平一家是当地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经乐安县相关部门研究
同意，可参照《方案》中“儿童人工耳蜗
手术实行单病种费用定额管理，人工
耳蜗每人每台7万元，手术治疗费每人
1.2 万元，农村患儿人工耳蜗费、手术
费由新农合报销 70%，个人负担 30%”
的规定，决定为李全平报销 5.74 万元
医疗费。

除此之外，李全平通过新农合报
销后剩余的医药费用可以到县人保财
险公司和民政局进行报销。但由于这
部分医疗费报销不属于“一站式”同步
结算范围，李全平可办理建档立卡贫
困户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和大病医疗救
助报销的相关事宜，尽可能减少医疗
费的支出。

11月 3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在报
销额度 5.74 万元的基础上，经过多部
门的努力，李全平儿子的医疗报销比
例又有了大进展。张辉告诉记者，患
者家属没有使用指定的人工耳蜗，使
用的可能是进口的，价格昂贵，按照规
定不能报销。考虑到他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生活困难，又花费了这么多医疗
费用，县医保局与抚州市医保局进行
了沟通，想了很多办法，同时向民政部
门提出了资金补助申请，也得到了民
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上周，本来对医疗费报销不抱很
大希望，已到浙江务工的李全平接到
县医保局的通知，回乡办理了相关报
销和资金补助的领取手续。“根据计
算，包括报销和补助在内，李全平可获
得近 15万元，这些款项将在本月 15日
到账，解决了他一家的大难题。”

未到指定医院做手术 听障童手术费报销遇阻

乐安多渠道助贫困户渡难关

乐安县山砀镇农民
李全平是个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其小孩在省城进
行了儿童人工耳蜗手术，
花费近 19万元，因为自
己的疏忽，医保部门只能
报销 3000元，李全平为
此后悔不已。上周，事情
有了转机，乐安县医保部
门通知他回乡办理相关
费用报销和资金补助，所
有款项加起来接近15万
元，李全平转忧为喜。

公共通道被占 消防栓被圈

丽景V+公馆位于南昌县澄湖北大
道与澄湖东路交汇处，有住户反映，购
买了小区A座 21楼、22楼、23楼的住
户擅自将两端通道封闭，然后把外墙
打通，将公共通道占为己有，消防栓也
被围住了。

11月 2日中午，在丽景V+公馆A
座 2306 室门外，记者看到，通道的墙
面已经被打碎，地上遍布建筑垃圾，通
道已经用水泥封住。这一现象在2206
室门外同样存在。有住户表示，2106
室也是如此，并且已经装修好了，这样
的情况在四五楼同样存在。“这种行为
既占用了公共通道又圈住消防栓，实
在太过分。”住户说。

违建户不听劝 开发商称无奈

11月3日上午，该公馆开发商工作
人员舒女士说，由于该楼栋属于商住
楼，端户单位面积很小，有不少端户一
次买了几套甚至十几套，然后把通道
封住，进行内部改动，这样一来面积会
增大一些。

开发商和物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
一直进行了劝阻，甚至采取了强制停
水停电等措施，但就是有些住户不听
劝阻，他们也很无奈。“对于有些违规
占用通道的住户我们曾劝他们全额退

房，但他们不同意，现在有住户如果不
满意他们这样的违规行为，也可以申
请全额退房。”舒女士说。

城管委：责令3个工作日整改

对此，11月3日上午，南昌县消防
大队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多次检查该
楼盘发现有消防隐患等问题，已经多
次对开发商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涉及
楼栋住户，他们没有强行拆除的权力，

建议向县城管委反映。
随后，记者向南昌县城管委反映

此事，南昌县莲塘二中队执法人员表
示，他们是第一次接到此类投诉，马上
会安排执法人员上门查看。 当天中
午，该中队负责人肖群文致电记者，经
过执法人员上门查看，对所举报楼栋
住户的违规行为，他们当即下达了整
改通知书，责令 3 个工作日之内恢复
原貌，否则将依法强制拆除。

南昌县丽晶V+公馆有人破墙占用公共区域

商住楼多层通道被封 消防栓被圈
县城管委：责令违规住户3个工作日内拆除

11月2日，多名南
昌县居民反映，南昌县
丽景V+公馆有住户擅
自封闭公共通道占为
己用。他们曾多次向
开发商和消防等部门
反映，但这一现象还在
持续发生。随后记者
将此情况向南昌县消
防及城管部门反映，11
月3日，南昌县消防大
队工作人员回复，消防
大队已经多次对丽景
V+公馆的开发商进行
了行政处罚。而南昌
县城管委相关负责人
则表示，他们是第一次
接到此类投诉，3日上
午安排执法人员上门
查看后，当即下达了整
改通知书，责令违规业
主3个工作日之内必须
恢复原貌，否则将对其
进行强拆。

“熊孩子”藏山洞一宿未归

据杨村镇党委书记李俊锋介绍，
10月 28日晚县公安部门接到报警后，
杨村和九连山两乡镇干部携同派出所
民警共同调查分析案情，发现3个孩子
傍晚从紫霞村走到古坑村父亲开的铝
合金店铺后，恰巧店铺锁了门，孩子父
亲外出。店铺冰箱里的 2个苹果及桌
上一部手机不见了。康康平时特别调
皮，遇家中店铺锁门时，曾多次扒开窗
户爬入店内。因此，大家分析，3个孩
子取走苹果和手机后，可能就在店铺
附近玩耍忘了回家。但被取走的手机
并未开机，公安部门无法定位监控。
于是，两乡镇民警、镇村干部及蓝天救
援队成员、村民，兵分两路，在紫霞、古
坑两村展开地毯式搜查。

当晚凌晨2时许，公安部门监控到
可能被康康取走的手机开机了，定位
信息显示在古坑村境内。搜救人员缩
小范围，分成 10 余个小组，对古坑村
100余户村民进行挨家挨户敲门，查询

3个孩子是否借宿，折腾到清晨6时许，
才在离康康父亲店铺不足 100米的狭
小山洞中，找到了已冷得直打哆嗦的3
个孩子。

将引导家长加强孩子安全教育

龙南县九连山派出所所长曾洪波

向记者表示，其实 10月 28日晚躲在小
山洞的3名孩子听到搜救的声音，反而
被吓得抱成一团不敢吱声。近几年
中，九连山派出所曾受理了数十起6至
15岁孩子出走的报警求助案件，都在
几个小时内找到了孩子，而康康等3名
儿童出走事件，参与搜救的人员最多，
耗时最长。这些出走的孩子有一个共
同特点，放学或放假在家，跟随祖父母
生活。

康康的爷爷徐月恒告诉记者，他
2 个儿子共生了 5 个孩子，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 6 岁，都是从小由他和老
伴照料，2 个儿子及儿媳妇一直在外
务 工 ，2 年 前 ，康 康 的 父 亲 回 乡 开
店。5 个孙女就近九连山学校入学，

放学后由康康父亲负责照料。双休
日和节假日，5 个孩子则回到紫霞村
的爷爷家。他说，他和老伴身体比较
弱，还要下地干活，无暇监管孩子，只
能凭由孩子玩耍。

九连山学校有600余名中小学生，
其中留守儿童占六成。校长赖龙伟表
示，安全教育一向是学校头等大事，学
生在校的安全基本都有保障。大部分
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缺乏安全知识教育
的意识和能力，放学后，任孩子“天马
行空”，学校对此也深感无奈。

赖龙伟说，学校将以康康等3名孩
子出走事件为案例，召开全校家长会，
引导、教育家长，尤其是“祖父母”家长
增强孩子的安全教育意识，教育放学
在家的孩子从细微处，养成良好的道
德习惯、生活习惯。并督促在外务工
的父母与孩子多交流，培养孩子的健
康心理。

杨村及九连山两乡镇负责人均表
示，乡镇也将通过各村委会、村组，向
未成年孩子家庭宣传安全教育知识，
齐心协力保障每个孩子的人身安全。

“熊孩子”山洞躲一宿 200余人通宵寻找
有关部门将通过多种形式，引导监护人增强保护孩子的意识

中国江西网记者 戴炜亚文/图

公共通道的墙面被打碎公共通道的墙面被打碎。。 公共通道被水泥封住公共通道被水泥封住。。

10月28日，星期六，龙南县
杨村镇紫霞村9岁男孩康康（化
名）和6岁妹妹、8岁堂弟陪爷爷
下地干活，因调皮捣蛋被爷爷训
了几句。康康负气领着弟妹前
往4公里之外的九连山镇古坑村
父亲开的店铺。傍晚18时许爷
爷收工回家，房前屋后不见孩子
身影。在古坑村开店的儿子也
未找到3个孙女。父子俩心急如
焚，报警求助。

当晚，龙南县200余人通宵
搜救，10月29日清晨6时许，在
离家不足100米狭小山洞里待
了一宿的3个“熊孩子”终于被找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