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海云 本报记者 蔡颖辉

“现在缴费很方便，比原来省
事多了。”近日，新干县沂江乡被征
地农民杨建梅来到当地一家银行
营业大厅缴纳养老保险费，工作人
员很快为她办理完毕。

2017 年，由于建设需要，杨建
梅家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征收，他们
一家被认定为被征地农民，享受职
工养老保险。前两年，被征地农民

缴纳养老保险费只能到新干县社
保局大厅办理，由于人员众多，业
务集中，经常要排很长的队。为了
更加便民，新干县社保局及时改进
服务，实行分村、分时段错峰缴费，
将“被征地农民窗口”移至某银行
网点，选派业务骨干开展专人专窗
服务。由于安排得力、措施到位，
截至11月底，新干县为3752名被征
地农民办理了养老保险缴费手续，
完成了参保缴费工作。

近日某地发布通知，为了完成
节能减排任务，规定年底前机关单
位办公区在 3℃以下方可开空调等
取暖设备，且设置温度不得超过
16℃。这事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
社会关注。

随着冬季用电高峰的到来，机
关单位带头节约能源，出发点应该
是好的，可为什么会引来非议呢？
很多网友认为，南方气温低于 3℃
的时候并不多，但是在湿冷的冬天
室内没有取暖设施体感很不舒适，
而且 16℃甚至还达不到空调的最
低制热温度。如此苛刻的空调使用
规定，与生活常识并不相符，也不科
学和不人性化。

近年来，关于南方地区冬季是
否要集中供暖、如何科学取暖，一直
是热议的话题，这背后反映的是人
民群众对更高生活质量的向往。而
一刀切地限制使用空调，显得冰冷
又不合时宜。也有人认为，这一规
定限制的只是机关单位，并不影响
广大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机关单
位上班的工作人员也是人民群众的

一部分，更何况很多窗口单位日常
要接待大量办事群众，让工作人员和
办事群众一起挨冻受苦、降低工作效
率，恐怕不是节能减排的初衷和目的。

应该承认，的确有个别机关单
位长期不重视节能工作，对其加以
规范限制很有必要。但是具体操作
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矫枉过正。笔
者认为，要保障电力供应，可以先从
关闭不必要的城市亮化工程、关停
落后产能做起。发布相关政策应注
意连续性和制度化，如果平时用电
大手大脚，到了年终考核为完成任
务又突击限电，甚至牺牲企业和群
众的利益，本质上还是一种应付上
级的形式主义。

2011 年的河南林州停暖事件
让人印象深刻。据媒体报道，为了完
成节能减排任务当地关闭了一家电
厂，而替代的能源项目又出了问题，结
果导致-10℃的气温下大面积停止供
暖，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批评。最终，
相关部门不得不向市民道歉，经过半
个月的紧急抢修才恢复供暖。

天气越来越冷，但制度和政策
不能变冷，而应该是有温度的。在
重视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
可千万别忽略了必要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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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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也要讲人文关怀
朱 华

邓 威 本报记者 邹晓华

“现在的党群服务中心功能齐
全，工作人员服务也好，老百姓办事
方便，还真是有家的感觉。”近日，萍
乡市安源区白源街新村社区居民致
电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
道，对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夸赞不
已。今年以来，白源街党委结合社
区实际，以基层党建“三化”建设为
主抓手，推行“家”党建模式，把城市
基层党建做到了“家”。

按照“服务面积最大化、办公面
积最小化”要求，白源街取消社区干
部单间办公，全部到大厅集中办
公。进一步加大工作事项整合，共
梳理涉及社区事项 7大类 73项，清
理不需在社区开具的证明20多项，
让群众“进一扇门、找一个人、办所
有事”。结合中心工作，创新社会治
理，社区干部、楼栋长、网格员利用
钉钉软件，每天巡片区、进楼栋、入
家门、听诉求，主动延伸触角，服务
到家。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近日，家住南昌市青山湖区
京东镇艾溪湖西社区失独老人葛
某玲，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
你办”频道求助，天气冷了，家里过
冬物资少，需要社会各界的关爱。

年过七旬的葛某玲与患有脑
梗的老伴相依为命，独子几年前因

病去世，儿媳、孙子已搬离这个
家。获悉情况后，京东镇统战干部
吴园芳申请了慰问金和慰问品，12
月15日送到了葛奶奶家。吴园芳
还详细了解葛奶奶的身体状况
和 生 活 困 境 ，鼓 励 她 要 积 极 乐
观，注意保重身体，有困难就打
电话给她，并承诺会不定期看望
两位老人。

被征了地 农民有“保”障

送慰问金 关爱失独家庭

结合实际 把党建做到“家”

户口丢失多年没有补办

黄修荣身材中等、微胖，脸庞黝
黑。说起自己的户口，他愁眉不展，

“1969 年我出生于武宁县杨洲乡界牌
村，1973 年随爷爷来到德安县。1988
年在德安县结婚并育有一子。1991
年，一家3口的户口从武宁迁往德安县
吴山镇山湾村七组落户。因夫妻感情
不和，1997年离了婚。”

黄修荣说：“我以前是有户口的，
户口开始在武宁县，后来迁到德安县，
还办理过身份证。当时，户口是归乡
政府管理，纸质的，也没有联网。不知
道是不是当时乡政府向派出所移交户
籍材料而导致户口的原始档案不见
了。也有可能是人口普查时，人户分
离时间太长被注销了。”

离婚后，黄修荣从 1998年开始在
永修县三溪桥镇三溪桥村找到一份看
管果园的工作，之后 20多年未回德安

县，也没离开过三溪桥村。黄修荣表
示，离婚后他的户口本、身份证都找不
到了，自己小学文化，不懂如何补办，
也没有重视这个事情。直到 2015年，
黄修荣得知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就无
法办理医保享受社会保障，他才想到
要去办理户口补录。

补录户口的原始底页找不到

据悉，2015年，黄修荣曾向德安县
公安局吴山派出所申请补办户口。当
时，民警到黄修荣生活过的村庄走访
调查，也对当地村干部进行询问，并形
成了相关材料。之后，将材料交给了
德安县公安局户政室。

黄修荣说：“但户政部门要求必须
有户口的原始底页。我去了原户口迁
入地德安县公安局吴山派出所和出生
地武宁县公安局罗坪派出所查询，都
找不到户口的原始底页。事情就只好

不了了之。”
得知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黄修荣

又燃起上户口的信心。12月 10日，记
者陪同黄修荣来到德安县公安局。户
政室主任潘治钢称，必须要有户口的
原始底页，否则无法补录户口。“现在
户口补录有倒查机制，出了问题谁负
责？你要去吴山派出所找到户口的原
始底页。”

无奈之下，记者和黄修荣又来到
吴山派出所。派出所教导员余铁军表
示，让民警查询了所有的户籍原始资
料，并没有查到黄修荣的户口底页。
他告诉记者，吴山派出所成立的时间
晚，黄修荣的户口底页有可能会在聂
桥派出所，因为之前吴山镇是聂桥派
出所管辖。于是，余铁军带着记者和
黄修荣到了隔壁的聂桥派出所查询，
但依然没有找到。

记者和黄修荣又马不停蹄赶到
武宁县罗坪派出所查询。该所分管

户籍的副所长王坚闻找到了黄修荣
父母和兄弟的户籍原始档案，唯独没
有黄修荣的户口底页和任何户籍资
料。由于在出生地和户口迁入地均
未找到户口底页，黄修荣还是无法补
录户口。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陪同黄
修荣来到他务工20多年的永修县。找
到了务工地辖区永修县公安局三溪桥
派出所，咨询能否上户口。派出所户
籍民警杨勇接待了我们，他建议黄修
荣还是到武宁县公安局罗坪派出所或
德安县公安局吴山派出所补录户口，
三溪桥派出所也办理不了。

此时，黄修荣有些心灰意冷，感觉
补录户口一事已经非常渺茫。

已向市局申请协调解决

业内人士称，黄修荣的户口底页
虽然查询不到，但是其父母户口在武
宁县罗坪派出所，两位老人也健在，黄
修荣可以和父母做亲子鉴定，证明他
们的血缘关系，就可以将户口补录到
父母的户口下。对此，黄修荣表示父
母年龄大了，做鉴定不方便。

12 月 14 日，事情出现了转机。
余铁军告诉记者，因为涉及其他县
的公安部门，德安县公安局专门针
对此事向九江市公安局打报告请求
协调解决。12 月 16 日，九江市公安
局对报告进行了回复：要求永修县
公 安 局 具 体 负 责 补 录 黄 修 荣 的 户
口，德安县公安局和武宁县公安局
进行协助。

20多年前丢了“身份”证明

51岁男子奔波三地遭遇上户口难
九江市公安局已要求永修德安武宁协同办理

为了能补录户口，黄修荣不停地
奔波，搜集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材
料。这些材料中有 6份证明，有派出
所的，也有村委会的。有关部门在开
具证明时都挺爽快，但是就是不能帮
他上户口。

黄修荣户口本丢失多年成为“黑
户”，其中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相关

部门的表现也令人心寒。户口迁入
地派出所建议黄修荣到出生地派出
所补录，而出生地派出所却表示户口
都已经迁出去了，建议他到迁入地补
录，而务工地派出所则让他到出生地和
迁入地派出所补录，皮球踢来踢去。3
个派出所的建议看起来似乎都合理合
法，理由也冠冕堂皇，但究其内核原

因却是几个部门都不愿意担责，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才是
黄修荣补录户口难的真正原因。

户口是个人的大事，关乎老百姓
的切身利益。由于没有户口，黄修荣
像浮萍一样，至今都没有根。希望相
关部门再也不要推了拖了，早点为黄
修荣把户口办好。

邮箱：156719915@qq.com
电话：13767969000

本报记者 邹晓华
12月10日，一名51岁的男子黄修荣向记者反映，自己20多年来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是个“黑户”。在得知第7次全

国人口普查后，黄修荣想有个自己的户口。连日来，记者陪同黄修荣在德安县、武宁县、永修县三地奔波。最后，德安县
公安局吴山派出所负责人表示，根据黄修荣的实际情况，已经向九江市公安局专门打了报告帮助他解决户口问题。

这事就别再拖了！

近日，庐山市天湖壹号小区多名
业主反映，该楼盘交房4年，却迟迟未
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导致388户住宅
业主和数十名店铺业主至今拿不到不
动产权证。同时，开发商挪用该楼盘
近3000万元购房款用于其他项目，引
发资金链断裂，不少业主所购店铺被
查封。记者了解到，由于天湖壹号项
目建设时，相关部门因为对其预售资
金未进行有效监管，引发了后续一系
列矛盾。目前，庐山市已成立该问题
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着手化解纠纷。

未办竣工验收
业主想置换难交易

天湖壹号小区紧邻鄱阳湖畔，周
边还有湿地公园和庐山市第一小学新
校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11月 27日，记者来到天湖壹号小
区，这里已经基本住满。饶女士是

2013年买的房子，当时每平方米 4000
元左右。2016年交房后，饶女士就开
始向开发商——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
司询问何时能够办好不动产权证。“他
们当时说会尽快，谁知一拖就是4年。”

经过多次沟通，饶女士得知真实
原因。“开发商说楼盘一直没有通过竣
工验收，所以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
饶女士说，“现在这个地段的房价每平
方米涨到了 7000多元，一些想置换的
业主却没办法交易。”

买了住宅的业主无法交易，而买
了店铺的业主则面临更头疼的问题。
由于勤德公司与他人存在资金纠纷，
输了官司后，法院直接对店铺进行查
封。

业主刘明星称，2016年 7月，他买
下了总价 288万元的 8个店铺，但店铺
在 2017年 8月突然被贴上了封条。经
核实，勤德公司与承建商存在工程款
纠纷，承建商向庐山市人民法院申请
了财产保全。而由于勤德公司在银行
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未及时还款
解押，刘明星无法与勤德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导致仍登记于开发商
名下的店铺被查封。

另一名业主杨金佳称，2016年 12

月 22 日，他购买了总价 690 万元的 10
个店铺。2017 年 9 月 13 日，勤德公司
将店铺钥匙交给了杨金佳。2018年 9
月7日，勤德公司在一场借贷纠纷中输
了官司，法院随后查封了杨金佳的 10
个店铺。

开发商导致的问题
政府采取办法化解

离开天湖壹号小区，记者来到勤
德公司，这里已经看不到工作人员，公
司法人、董事长蔡金磅正拖着行李箱
准备离开。面对记者询问，蔡金磅直
言：“天湖壹号这个项目没亏，只是公
司挪了近3000万元到公租房项目了。”

蔡金磅进一步解释说，2013 年 5
月，勤德公司与原星子县房管局签订
了《合作建设公租房协议书》，建设公
租房 412 套。2015 年，双方再次签订
了《合作建设勤德公租房（二期）协议
书》，再行建设 300套。但一期公租房
建好后，既没有被原星子县房管局全
部收购，又不能上市销售，导致二期建
设受影响而停工。“公租房卖不出去，
资金跟不上，天湖壹号竣工验收也开
展不了。”蔡金磅说。

随后，记者来到庐山市住建局，该
局党组成员张文峰表示，天湖壹号未
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确实不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对于为何会被挪走
3000万元用于其他项目，张文峰坦言，
天湖壹号的交房时间在2015年和2016
年。“那时庐山市（原星子县）尚未监管
开发商预售资金账户，直至 2017年 10
月才启动预售资金监管工作。正是当
时不规范，导致后续问题解决困难重
重。”

记者的介入引起了庐山市政府重
视。11月 27日，庐山市政府相关领导
连夜召开天湖壹号遗留问题专题会
议，并成立“化解江西勤德实业有限公
司所涉遗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会议要求，天湖壹号问题的
解决将由庐山市住建局牵头，市自然
资源局、市城管局等部门配合，参照原
分栋验收做法，在天湖壹号楼盘符合
分栋验收的条件下，成熟一栋验收一
栋，化解群众办证难。同时，原则同意
勤德公司一期公租房按公租房规定上
市交易，销售资金纳入政府监管平
台。为扶持企业发展及化解天湖壹号
楼盘问题，对未交易的公租房按建设
成本进行政府回购。

开发商惹官司 400多业主受害
庐山市政府采取措施来化解纠纷

本报记者 陈 璋

“每个月我能用积分兑换生活
用品，特别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
近日，丰城市拖船镇贫困户熊信卿
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反映，镇里扶贫“爱心超市”给
贫困户带来很大帮助，进一步减轻
了生活压力。

拖船镇扶贫“爱心超市”从

2018 年 10 月建立以来，引导全镇
372 贫困户积极开展人居环境、
家庭美德、遵纪守法、配合工作、
主动脱贫等“五星”创评活动，以

“五星”创评星级等次评定积分，
每月持续兑现扶贫“爱心超市”
积分相应生活用品。不少贫困
户在主动脱贫上也变得争先恐
后，生怕掉队，精神面貌有了明
显改观。

爱心超市 让贫困户生活更好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水电站
工程项目就匆匆上马；电站大坝蓄水
后，导致村庄部分农田、道路被淹。近
日，铅山县天柱山乡浆源村委会沙泽
岭村民小组部分村民反映，16年前建
的水电站，给村民的农业生产和房屋
维修带来不便。

12月 11日，记者来到位于沙泽岭
村民小组山脚下的沙泽岭电站，站内
空无一人，泵房的机器没有运转。从
这里去往沙泽岭村，还有一段 1500米
的陡峭山路要走。

沙泽岭村村民廖承仁手持柴刀，用
来砍路上的荆棘藤条，引记者上山。走
了30多分钟，翻过一座山岭，只见电站
水坝建在两山中间，蓄着水，一根直径
约50厘米的铁管引水下山发电。

廖承仁说，水电站建成后，村里有
15亩农田和大部分进村道路被淹，目前
还有60多亩农田一直荒芜。

继续上山前行500多米，一个被杂
草包围的村庄展现在记者眼前。廖承
仁说，村里曾有12户人家，祖祖辈辈生
活了 200多年，建了 20多栋房子，还有

祠堂。现在 12户人家陆续下山，购买
商品房或自建房屋居住。

2003 年，浆源村委会在未告知沙
泽岭村民小组的情况下，与水电站投
资方签订了合同，将村小组的集体土
地转让，在村庄外修建了水电站。
2004年沙泽岭电站蓄水发电，导致村
民出行、生产、回家扫墓等非常不方
便，村庄电线也被人偷剪掉。

已退休的熊居渭，建造沙泽岭电
站时担任浆源村委会主任。据他介
绍，2003 年，各地水电站建设遍地开
花。小水电无污染，还能上缴税款，于
是沙泽岭村小组附近一条落差 100多
米的小溪，被当地水电企业看中。当
时的乡村两级为了支持小水电发展，
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就让水电站项目
上马。

“当时的沙泽岭全村只有 3 名老
人在家，其中包括当时的沙泽岭村民
小组组长廖承兴。”熊居渭说，当年的

“疏忽”，不仅给村民带了诸多不便，
也带来一些经济损失。2006年，水电
站另辟了一条只能步行的山路，供沙
泽岭村民出行，因雨水冲刷和年久失
修，如今已被荒草遮掩，无法通行。

天柱山乡常务副乡长黄丹介绍，
因蓄水淹没的农田中，有6亩通过置换
的方式给了被淹农户。前不久，乡政
府再次组织电站和沙泽岭村民小组双
方进行协调。沙泽岭电站同意一次性
支付12户村民每户1万元的补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外分散居

住的沙泽岭村民更愿意返回老村庄生
活，他们想借助乡村旅游发展的东风，
修复破败的房舍，发展民宿、农家乐。
因此，除了合理补偿外，修一条进村公
路是他们更迫切的愿望。对此，黄丹
说，下一步乡政府将组织多方沟通，协
商修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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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璋

水电站建了16年让村民苦不堪言
建站方同意补偿12万元 地方政府协商为村里修路

位于山脚下的沙泽岭电站。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