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
公厕早已建好 锁门近5年

这座公厕位于瑞昌市人民北路
69 号，紧邻大街，人流密集。公厕承
建单位瑞昌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总
经理柯长兵告诉记者，这里原是瑞昌
市水利局物资站的一个老旧仓库。
2015 年，为提升城市品位，瑞昌市启
动创建森林城市工作。根据城市规
划建设需要，决定将该老旧仓库改建
为公厕。

发包方瑞昌市水利局与承包方瑞
昌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公厕建
设施工合同显示，该工程合同价款为
200278.6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开
工日期为2016年1月1日，竣工日期为
2016年3月30日。

柯长兵告诉记者，工程竣工并经
审计后，公司多次向水利局打报告，
请求支付工程款，但时至今日，工程款
仍然没有到位。“所有手续都具备，就
是结不到工程款！”柯长兵苦笑着说，

“相对于其他重大城建项目投入，20万
元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想拿到这点钱
怎么就这么难呢！”工程款迟迟没有到
位，公厕也就一直没有移交。无奈之
下，公司只好将公厕大门一锁了之。

柯长兵找来钥匙，打开公厕大

门。由于久未通风，里面散发出一股
霉味，一些设施已经霉烂，损毁。记者
看到，里面除了有男厕、女厕外，还有
残疾人厕位以及管理用房等，配套设
施都很到位。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人民北路
是瑞昌市区的主干道之一，附近有很
多居民区，在这里修建公厕，本是一项
民心工程，没想到公厕建成近 5年了，
却迟迟不能投入使用，导致市民“方
便”无门，十分闹心。

说法
当事领导变动 工程款未付

瑞昌市水利局《关于生态公厕及
其他用房的说明》显示，该公厕及其他
用房占地面积为520平方米，建筑总面
积为691.95平方米，为两层框架结构。

那么，公厕建成近 5年了，为什么
一直没有移交使用呢？10 月 26 日上
午，瑞昌市水利局总工程师王险峰向
记者提供了一份书面说明，书面说明
称：2015年，根据瑞昌市创建森林城市
要求，需要建设一批公共厕所，时任瑞
昌市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分别带领规
划、建设、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进行选
址，最终确定人民北路瑞昌市水利局
物资站的一仓库为被选点。瑞昌市水

利局确定手续合规后，向时任市领导
汇报，同意由瑞昌市水电建筑工程公
司承建，政府出资，瑞昌市容局接管并
投入使用。2016年 3月底，公厕竣工。
但由于当事领导变动，该公厕至今未
支付建设费用，致使尚未交付给瑞昌
市容局。

瑞昌市水利局运行管理股股长柯
鑫告诉记者，这座公厕是正常规划，正
常修建的，理应正常付款。为什么拖
到现在还没付款移交使用，具体情况
他也不清楚。

进展
修复破损设施 尽早开放

10月 28日上午，瑞昌市水利局向
记者提供了一份《公厕建成多年未对
外开放相关情况的说明》，称接到反映
后，该局高度重视。10月27日，该局负
责人已就此事专门向瑞昌市有关领导
进行了汇报，并已书面向市政府请示
协调公厕移交工作，以及拨付工程款
给承建单位。

王险峰告诉记者，由于公厕建成近
5年未投入使用，一些设施已经霉烂、损
毁，他们已协调施工单位对破损设施进
行维修，力争在一周之内将公厕移交给
瑞昌市容局，并尽早向市民开放。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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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胡亮文 本报记者 洪怀峰

近日，读者陈仁向江西新闻客
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他
在南昌市青云谱区迎宾北大道开了
一家加油站，租用了岱山街办施尧
村集体生产经营用房。他了解到当
地政府部门出台了减轻企业负担的
很多利好政策，其中租用村集体生
产经营用房可以减免部分房租，但
村里落实不到位，希望有关部门能
帮他落实这一政策。

接到情况反映后，岱山街道纪
检监察工委进行调查核实，对施尧
村对企业减免房租等情况进行了
解。发现陈仁反映的问题属实后，

采取下发督办单等方式，督促施尧
村加快工作效率，尽快落实“六稳”

“六保”政策，减轻企业负担。
据悉，施尧村地处岱山街道主

干道迎宾大道，属于当地商业核心
区之一，除了村集体生产经营用房
出租外，很多村民都有商铺出租。
目前，岱山街道纪检监察工委与该
村纪检监察干部主动牵线搭桥，进
村入户宣传扶持企业政策，联动接
力，动员出租户响应政府号召，帮助
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降低经营成
本，助力中小企业提振市场信心，激
发主体活力。截至目前，该村及村
民共为承租的116家商铺业主减免
房租52万元。

落实政策 减免的房租拿到了

袁 媛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多亏了街道纪委监委通过一
系列督查、问责，帮助我们企业打通
堵点解决难点，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10月26日，江西荣伟实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

樟树市大桥街道纪委监委围绕
“百名干部进百企”活动，主动作为，
组织作风监督员与辖区内 30 家重
点企业建立一对一热线联系。通过

一线走访，重点了解企业优惠政策
落实、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情况，为企
业发展纾困解难。对优化营商环境
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进行
专题调研，梳理出办事率不高、部门
间沟通协调难等问题，下发整改情
况通报，督促限期整改。

目前，大桥街道纪委监委梳理
优化营商环境问题61个，推动解决
问题48个，下发整改通报2期，对企
业反映办事效率不高的2名党员干
部进行提醒谈话。

本报记者 陈 璋

11年前为村里建设项目，垫资近
26万元，如今仍有14.7万元工程款未
能收回。近日，横峰县姚家乡兰子村
新农村小组76岁的村民郑红米反映，
她丈夫做完新农村项目后不久便因病
去世，但自己多年讨要项目工程款未
果。对于该笔欠款，乡政府和村委会
都没有异议，但何时还款却没有明确
答复。目前，横峰县农业农村局已经
介入此事，将尽快协调解决。

10 月 21 日，记者来到郑红米家
中。郑红米拿出 2009 年老伴陈秋秋
与兰子村新农村小组理事会签订的合
同，上面写着：陈秋秋和兰玉森（女婿）
承接兰子村新农村小组公路硬化及
自来水等工程。工程开始后，村小组
预付一部分工程款购买所需材料费
用和一部分农民工生活费用；工程竣
工后，村小组付 50%工程款给陈秋秋
等人，其余款项到 2010年 12月付清。

2010年初，工程顺利竣工。2010
年 4月 18日，验收单位兰子村新农村
小组理事会出具了一张验收条（欠
条），注明工程款总计25.9962万元。

兰玉森介绍，2010年村里只支付
了 8 万元。“尽管只收到了部分款项，
但我们没有欠工人一分钱，全部是自
己垫的。岳父陈秋秋在 2011 年过世
之前，还叮嘱我们要讨回工程款，给岳
母留下一笔养老钱。”

2014年，兰子村委会向姚家乡政
府呈交了一份报告，写明“兹有兰子村
新农村小组新农村建设尚欠工程款，
已达四年之久，无法偿还……现要求
乡政府协同村委会一起办理新农村小
组问题。”随后，在 2016 年，村小组再
次支付了2.3万元。

村支部书记兰秀根坦言，陈秋秋
承建的工程款数额，村里没有任何异
议，村委会一直在积极还钱。

“村委会在 2018 年、2019 年分别
还了5000元，2020年的5000元也马上
到账。”兰秀根表示，这几年村里经济

很困难，几乎没有集体收入，难以一下
还清欠款，只能慢慢来。

在横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
茂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江西省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自然村名册
（2009年度）》。资料显示，在 2009年，
兰子村新农村小组共有 87 户，属大
村，新农村建设设点为2个。

既然被确定为新农村建设点，为
何还会拖欠十几万元工程款？

对此，胡茂伟称，2009年 2个新农
村建设点总共拨付资金是 24万元，而
这些钱想要做完整个新农村改造项目
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新农村改
造一般情况下是先由承建方垫资做完
所有项目，乡政府再去申请资金补
助。可能是当时领导调动的原因，后
续的步骤没能跟上，加上陈秋秋过世，
失去了主要负责人，才将此事拖了这
么长的时间。”

胡茂伟进一步表示，县农业农村
局会立即与姚家乡政府、兰子村委会
协调处理此事，尽快还清剩余款项。

近日，媒体曝光了北京两家汽车
4S店的售后维修黑幕，包括故意砸毁
车辆未损坏零件以提高维修金额、截留
车主购买的机油、虚假保养等。相关企
业发布声明称已成立专项组调查，要求
涉事4S店限期整改。

作为厂商授权的特许经销商，4S
店的服务本应更优质，然而一些不法
商家却为了利润弄虚作假，甚至到了

“砸车创收”的地步。“砸车创收”从表
面看消费者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直接损
失，吃亏的只是保险公司，然而羊毛出
在羊身上，最终节节攀升的汽车保险
费用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更何况，
这种带有欺诈色彩的行径，本身已经
涉嫌触犯相关法规，同时也不符合诚
信经营的公序良俗，严重败坏了行业
风气。

近年来，4S店的经营乱象多次被
曝光，从销售时的强制保险、乱收服务
费、加价提车等各种“霸王条款”，再到
后期的过度保养、偷换零件等猫腻，几
乎成了业内半公开的秘密，套路之多
实在让人不放心。

4S店之所以乱象频出，原因一方
面在于修汽车本身技术性、专业性较
强，行业缺乏透明度，消费者与专业人
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从
而导致“套路”难以被识破。另一方面
在于相关部门监管和处罚力度不足，
不足以震慑住违法行为。

近年来，汽车行业整体利润下滑，
客观上推动一些企业和个人动了歪主
意。然而，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看
起来收获了小利，最终却损失了口碑，
甚至可能引发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其
代价最终要由全行业承担。

如今，新型汽车直营模式开始崛
起，特斯拉等新锐车企纷纷跳过传统
4S店模式选择直接和消费者对接，如
果4S店经营者们不能及时更新服务理
念，被市场淘汰并非危言耸听。

这次媒体曝光事件也算是一次对
4S店“整风”的良好契机，希望监管部
门及时介入并一查到底，对违法企业
和人员依法追责，让不诚信者付出惨
痛代价。今后，日常监管也要加大力
度，在督促4S店做好自律的同时，鼓励
车企利用“互联网+”发展销售服务新
业态，用市场手段淘汰不规范和落后
的经营模式，让消费者购车、修车不再

“步步惊心”。

解决问题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砸车创收”
不可听之任之

朱 华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得
知本报持续开展向困难群众爱心捐
赠系列活动的消息后，省委党校
2019 级党史班在职研究生的学员
们利用 10 月下旬集中上课的机
会，慷慨解囊积极参与捐赠活动，
为安义县湖溪小学的学生们献上
一份爱心。

10 月 24 日上午，你 100 元，我
500元……省委党校2019级党史班
在职研究生52名学员纷纷捐款，通
过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买了
100 套名著小书包和文具大礼包。
下午，学员们驱车来到湖溪小学进
行捐赠。

共同参与活动的南昌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张巍说，省
委党校的学员们爱心满满，捐赠的
名著是专为小学生编辑的，内容丰
富有注解，通俗易懂。他们希望，能
够让阅读陪伴着孩子成长，帮助他
们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丰富
精神世界。

由 于 捐 赠 活 动 当 天 正 好 是
星期六，湖溪小学特别安排了 1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学生来到
现场接受捐赠。就读五年级的
熊浪捧着捐赠的新书说：“你们
的爱心将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我 一 定 努 力 学 习 ，树 立 远 大 理
想，以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上
的好心人。”

本报记者 童梦宁

近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
境内的恒茂森林海小区（简称森林海）
业主杨桦、万志忠等向本报反映，近三
四年来，该小区多项配套设施严重缺
损，尤其是监控系统已瘫痪，大大降低
了小区品质。

据了解，森林海物业服务由南昌
恒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恒兴物
业）管理，合同期限早已到期。

森林海业委会共有7名成员，其中
包括杨桦、万志忠。早在4月中旬，7名
成员通过不同方式表决同意终止原物
业管理服务，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然
而，业委会 4名成员随后又改变决定，
拒绝重新选聘，要求续聘恒兴物业。

10月23日，记者在太平镇政府会
议室见到了森林海业委会成员、业主
代表及恒兴物业管理人员。“改变主
意”的成员拒绝记者核实情况的要求。

记者了解到，森林海业委会于 4
月 11日发布公告，启动新的物业选聘
工作，但 5天后便“变卦”。4月 16日，
太平镇街道居委会直接向小区全体业

主下发通知，称“接到小区业主对业委
会选聘物业及业委会相关问题的投
诉，经协调，暂缓更换物业。下一步，
社区将对投诉情况进行调查”。

杨桦、万志忠表示，当初森林海业
委会决定选聘物业，不仅 7 名成员均
同意，且得到了社区及上级部门认
可。但没想到，4 名业委会成员却在
几天后“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太
平镇街道居委会绕过业委会，直接向
业主下发“暂缓”通知，此举涉嫌违
规。就这些“反常”现象，他们多次向
太平镇政府及上级部门反映。

直到8月18日，太平镇街道居委会
终于“解封”，向小区业委会及全体业主
发通知，表明可继续开展物业选聘工作。

不过，10月16日，森林海6名业委
会成员和业主代表又以“森林海小区
业主”名义，向太平镇政府、太平镇街
道居委会提交报告，称有 20%以上业
主提议，要求召开业主大会。

就此，太平镇街道居委会直接回
复：根据相关物管条例规定，如20%以
上业主提议属实，建议召开业主大会。

记者了解到，10 月 19 日，森林海

业委会在微信群召开业委会临时会
议，但杨桦、万志忠等被“无故缺席”。
会议决定择日召开小区业主大会，表
决终止“不称职”的业委会委员杨桦、
万志忠的资格；授权业委会开展有条
件的协商续聘恒兴物业。

杨桦、万志忠表示，说他们“不称
职”，这不属实。而“20%以上业主”提
议召开业主大会，其实是在微信群中
以“接龙”方式征集意见，参与“接龙”
的业主有 100 余户，且“接龙”留的是
恒兴物业的电话。

10月27日，太平镇街道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熊永辉向记者称，目前社区共收
到243户参与“接龙”的业主信息，从中抽
查了35户，均同意召开业主大会。

太平镇党委书记夏辉表示，就目
前情况来看，太平镇街道居委会在协
调、指导森林海业委会工作当中，存在
工作不细致等问题。为此，该镇党委
已牵头成立工作组进驻森林海，对物
业是续聘还是选聘等问题，指导业委
会对小区 500 余户业主逐一征求意
见，并建档管理，确保真实、可信及公
平、公正。

村民向村里追讨14.7万元欠款
横峰县农业农村局称将协调处理

小区物业选聘一波三折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介入处理

1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学生来到现场接受捐赠。

送温暖系列活动走进安义县湖溪小学

让阅读陪伴孩子成长

瑞昌一公厕建成近5年未开放

“方便”之门何时向市民打开

瑞昌市这座建成近 5年仍没移交
使用的公厕，按照瑞昌市水利局的解
释，竟然是因为当事领导变动，迟迟未
支付工程款所致。

须知，公厕是为广大市民建的，是
一项民生工程，而不是某个领导的私
事，不能因为当事领导调动了，就“新
官不理旧账”，让市民“内急”，让承建
商心急。民生工程，关键在于落实，要
建、管、用并重，而不能像瑞昌市这座
公厕一样“建”好就“收”。

民生无小事。公厕建成近 5 年，
却迟迟不能移交使用，这是典型的“怕
慢假庸散”作风在作怪。每名干部、各
级政府都应本着人民至上的原则，把
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使之成为真正
的民心工程，而不能因为某些部门和
个人拖拖拉拉，推诿扯皮、懒政怠政，
将其变成“闹心工程”。

好在此事已引起瑞昌市相关部门
的重视，闻过即改，正在协调公厕移交
使用事宜。希望“方便”之门，很快就
能为市民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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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诚平

10月26日上午，在瑞昌
市人民北路，一名市民匆匆跑
向一座公厕，却见大门紧闭，
无法入内，只好另寻他处。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
年，这座公厕就已建造完毕，
却因20万元工程款未支付，
导致一直没有移交，至今无
法使用，堵住了市民的“方
便”之门。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莫让民心工程
变“闹心工程”

建成近建成近55年仍未移交使用的公厕年仍未移交使用的公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摄

本报记者 邹晓华

10月18日，南昌县金湖管理处
熊溪村村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帮扶干部助一
名欲辍学少年圆了求学梦。

16 岁的张永鑫今年从南昌县
莲塘四中初中毕业，本应 9 月份读
高中的他却告诉爷爷张庆元，不想
继续读书了。2012年，张永鑫父亲
遭遇车祸去世。张永鑫还有个正在
读初一的弟弟，仅靠母亲做保洁维
持全家生活。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张永鑫想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金湖管理处统战办干部熊阳

在走访时听村干部介绍了张永鑫
的情况后，决定帮扶他。熊阳结
合自身经历告诉张永鑫读书的重
要性，鼓励他要继续学习。经过
熊阳的劝说，张永鑫打消了辍学
的念头。

为了实现张永鑫继续求学的愿
望，金湖管理处工作人员和村干部
积极联系学校，帮他选择了南昌县
中等专业学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
并为他申请了助学金。

继续上学 好心人帮助家贫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