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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明明：：本栏本栏目的目的

诉求和回复内容诉求和回复内容，，均均

遵从诉求人和回复遵从诉求人和回复

单位的原意单位的原意，，只对语只对语

句和错别句和错别字进行删字进行删

改改，，不代表本报观点不代表本报观点。。

歙县发改委价格科：杭
州、黄山两地的旅游业态存
在很大区别。近年来歙县各
景区景点严格执行旅游市场
价格程序，且认真做好收费
公示，严格明码标价，并规范
延伸服务，落实优惠政策等。 我来办

我要说

据张先生介绍，他和朋友一道去歙
县徽州古城游玩时，发现古城大门口竖
着仅限歙县人免票的告示，对于黄山市
其他区县的居民都要收门票，这样做不
知道在物价部门是否备案。他建议，徽
州古城景区应该放开，像杭州人游西湖
那样实行免票。

对此，歙县文旅体局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徽州古城景区是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门票价格为联票 100 元/人次，
徽州古城景区包括徽州府衙、徽园、斗
山街、古城墙、许国石坊、曹氏二宅、渔
梁等多个景点，设有徽园售票处、多景
园游客服务中心，售票处及游客中心内
公示有营业执照、收费许可证、价格公

示牌等有效证件。
至于徽州古城门票是否可以像杭

州西湖那样实行免票，2 月 26 日，记者
就此赶到歙县发改委价格科，一名江姓
负责人说杭州、黄山两地的旅游业态存
在很大区别。

一名汪姓负责人就此表示，近年来
歙县各景区景点严格执行旅游市场价
格程序，有效保障了消费者合法价格权
益，且认真做好收费公示，严格明码标
价 ，并 规 范 延 伸 服 务 ，落 实 优 惠 政 策
等 ，比 如 徽 州 古 城 景 区 在 2017 年 、
2018 年以及 2020 年 3 月至 4 月针对古
徽州范围内的居民就实行了阶段性给
予免费开放，未来也会就此推出相关
优惠活动。

对此，张先生表示理解。
·姚大盛·

黄山市人游徽州古城能否免票？

市民张先生：作为黄山市
人游歙县徽州古城景区，能否
像杭州西湖那样实行免票？

记者调查

拖欠工资 3 月 15 日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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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我在祁门县何家坞隧道工地工作，

还有42840元工资没结清，望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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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徐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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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受理皖 J 转籍浙江申请慢
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回复：经核查，你在手

机交管 12123APP 上申请的车辆电子化档案转籍，
由于前期符合条件的杭州市民申领杭州区域牌业务
量猛增，杭州市车管所审核需要一定时间，经杭州市
车管所审核通过后，我大队车管所将会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电子档案的制作。3 月 8 日已完成该车电
子档案制作。

网民宋××反映：本人自 2018 年在恒大悦府
购买了二期 11 幢的一套商品房，本应是 2020 年
10 月 31 日交房，一直延期到 2021 年 3 月 9 日通知
交房！但在验收房时发现：门是坏的，墙体渗水，
木地板空鼓异声有塌陷，而且不通水电，难道这也
达到交付标准？

网民叶××咨询：本人女儿刚出生的时候跟爸
爸一起入的歙县户口，后来女儿爷爷在屯溪栢景雅
居翠竹轩购买了一套房，考虑到女儿上小学，就把女
儿和老公的户口一起迁到屯溪栢景雅居来了，但是
房产证上却是爷爷奶奶的名字，请问我家女儿以后
可以到屯溪上学吗？我们小区分的小学是九小，可
以上吗？

恒大悦府二期达不到交付标准

小孩子幼升小应到哪所学校

3 月 9 日上午，记者拨通江湾府售
楼处电话。销售员告知，他们不存在
捆绑销售车位行为。随后，记者来到
位于横江桥南侧的江湾府施工现场，
但见脚手架林立、塔吊高悬，工人正在
忙碌。

江湾府售楼处工作人员说，该楼盘
共有 540 套商品房，去年 12 月 5 日开始
销售，前期 340 套售完，后期加推 200
套，均价 11200-11300 元/平方米，限价
11600 元/平方米，因性价比较高，售房
情况乐观。为保障业主居住质量，开发
商配备 634 个车位，地上 90 多个，即停
即走，不出售，地下车位 500 多个，计划
建设环氧地坪，而非水泥、金刚砂地面，
不易产生灰尘，且每幢楼房有电梯直通

地下车库，目前未取得预售证，租售价
格尚不明确。他们曾邀已购房业主前
来，介绍车位情况，温馨提示购车位能
提升生活品质，在地下，夏天进车凉爽，
冬天不担心雨雪遮盖，但决不会强行捆
绑销售车位。

市住建局相关科室负责人李徽革
介绍，2018 年，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发布
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行为
的通知，指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
中，不得以购房户必须先购买车位、车
库、储藏室或者其它服务等方式销售商
品房或者确定优先购房资格”，明确加
大执法力度，依法严查房地产开发企业
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公开、
公正、公平、透明市场秩序。

李徽革表示，他们会及时知会江湾
府开发商，若发现捆绑销售车位行为，
将立即责令整改。 ·黎小强·

捆绑销售车位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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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先生：市中心城区江湾
府开发商拟捆绑销售车位，这
合法吗？

我来办

记者调查

陈先生称，今年 3月 4日，其从浙江金
华驾车回安徽黄山，行至黄山市境内京台
高速 1371 公里 500 米处，被安装在遂道
内的“摄像头”抓拍到，该测速仪对着隧
道下坡的出口。车辆行驶至高速黄山市
区 2 出口时，被高速交警拦下，告知在限
速 80 码的隧道，其车速为 90 码，要求现
场签字处理。但是，该处的遂道长 2900
多米，且隧道内路面呈一个平坦的长下
坡，而摄像头安装在隧道内平坦的长下

坡临近出口处的内里，显然这是给驾驶
人挖坑，存在故意和“钓鱼执法”的可能。
对此次处罚结果，自己非但不能接受，还
恳请相关部门能够早日重新作出调整和
规划，以切实维护广大驾驶人的权益。

经市交警支队相关人员核查，陈先
生途经的高速路段为辖区隧道事故易发
路段，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公安交管部
门根据公路设计部门设定的限速 80 公
里每小时的测速路段，依法设置限速标
志及前方测速的提醒，符合目前道路交
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姚大盛·

高速隧道临近出口处装摄像头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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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陈先生：我驾车经过京台高速黄山市境内一处隧
道口时被监测到超速而被记 3 分、罚款 100 元，觉得无法接
受，并质疑这样做是否合理。

市交警支队：陈先生途经的高速路段为辖区隧道事故易
发路段，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公路设计部
门设定的限速 80 公里每小时的测速路段，依法设置限速标志
及前方测速的提醒，符合目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我来办

记者调查

3 月 9 日下午，程先生告诉记者，2
月 28 日下午 4 时 50 分，他下班途中骑
车经过凤凰城工地门口，轮胎突然打
滑，他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造成身体受
伤、车辆刮损。

程先生认为，渣土车带泥上路，导
致路面泥泞湿滑，是造成意外发生的主
要原因。

次日早晨，程先生伤情加重，右脚
肿痛，行走困难。一想到事发时自己没
报警，没去工地项目部讨说法，也没现
场拍照留作证据，他就后悔不已。

3 月 3 日下午，在家康复的程先生
上网投诉。“真心希望市容、城管严加管
控这些渣土车的抛撒行为。”他说，每天
下班时段，商山路上车辆多，如不加强
管理，安全隐患大。

3 月 4 日下午，黎阳镇政府予以反
馈：已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并安
排市容人员加强日常巡逻。一旦发现
相关问题，将立即处理。下一步将积极
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工地渣土车监管，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文末还称：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我们已在 3 月 4 日电话与您
沟通，您表示理解。

这番表述，让程先生无法接受。3
月 6 日下午，继续在家康复的程先生再
次投诉，表示不满。他说：“请问谁给我
打电话了？”

3 月 9 日下午，黎阳镇政府党政办
一名负责人作出解释：去现场查看的工
作人员与办公室方面对接出现失误。
此前一天，该镇工作人员与投诉人取得
联系，询问伤情、表示慰问，并就对接失
误进行道歉。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施工方表示，
今后一定文明施工，车辆冲洗干净再上
路。“我们也将加大巡查和蹲守力度，一
旦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同时也表
示，当事人没有报警，也没有拍照取证，
维权难度大。

“我也知道很难讨说法。”程先生
说。他对黎阳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的
问题最终处理方式表示理解，并再次呼
吁有关部门对渣土车上路加强管理。

·许 晟·

承办方称已沟通，当事人说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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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2 月 28 日，黄山碧
桂园凤凰城工地门口，渣土车
带泥上路致路面泥泞，我骑车
路过时摔伤。3 月 3 日，我上网
投诉。4 日，屯溪区黎阳镇政
府回复称，已与我电话沟通，我
表示理解。但实际情况是，此
前我并未接到电话。

屯溪区黎阳镇政府：已
联系并督促施工方做到文明
施工，并就此前反馈存在失
误向投诉人致歉。 我来办

记者调查

邻里纠纷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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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汪先生：我家房子依山而建，旁边是邻居家一块旱
地。去年梅雨季时，这块旱地发生边坡塌方，导致我家猪栏顶
上覆盖大量泥土。而且邻居家的杉树常有枝叶掉落我家屋
顶，希望有关部门处理。

歙县石门乡：我们将根据汪先生诉求，联系村里，
帮助汪先生妥善清理猪栏顶部泥土；同时让村里尽快
联系旱地户主，及时做好杉树管护、枝桠清理。

我来办

记者调查

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是湖北省随州
市人，去年 4 月到祁门县何家坞隧道工
地做电焊工，月薪 7000 元。去年腊月三
十，工地负责人发放 4000 元工资，开年
后又发 1 万元，还剩 42840 元未结清。目
前，他已离开该工地，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铺设石油管道。他多次联系工地负责人
罗某，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无奈之下
向有关部门求助。

3 月 8 日，记者将相关情况转交市劳
动保障监察支队。该支队表示，他们会立
即核查、处理。据悉，我市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连续三年获省政府 A 级通报
表彰，根治欠薪工作形势总体向好。近三
年来，全市共立案查处和协调处理投诉
举报案件 592 件，涉及农民工 7599 人，解
决拖欠工资 7115.83万元，欠薪案件、欠薪
人数、欠薪金额连续三年实现“三下降”。

3 月 9 日，该支队回复，经祁门县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核查，欠薪属实。祁门
县责令该单位支付，目前支付协议达成，
当日支付 2 万元，剩余部分于 3 月 15 日付
清，当事人蒋先生已同意。回访时，蒋先
生说，劳动保障部门打电话给他，表示会
督促工地负责人尽快支付欠薪。对此，
他感到满意，并感谢政府部门积极作为。

·黎小强·

祁门县：责令用人单位支付，目前支付协议达成，当日支
付 2万元，剩余部分于 3月 15日付清，当事人蒋先生已同意。

我来办

记者调查

市住建局：我们
会及时知会江湾府开
发商，若发现捆绑销
售车位行为，将立即
责令整改。

据了解，汪先生是歙县石门乡石门
村人，在汪先生家旁边，有一片同村村民
的旱地。2020 年梅雨季，强降雨导致旱
地发生小规模滑坡，部分泥土散落在汪
先生家猪栏顶部。

“当时我向村里反映，村里给了 700
元钱让我自行清理，但我家猪栏紧邻旱
地，我清理了一部分后，担心继续清理邻
居会责怪我，说他家旱地滑坡是我挖泥造
成的，于是就没有再继续清理了。”汪先生
告诉记者，在这户村民的旱地里，有一棵
杉树，但因常年不管理，枝桠和树叶掉落
在屋顶，经风吹日晒雨淋后发生腐烂，形
成异味，吸引了很多蚊虫。因为家里的屋

顶是瓦片的，枝桠砸在瓦片上也给房屋安
全带来隐患，希望政府帮忙协调处理。

针对汪先生反映情况，歙县石门乡
一负责人介绍：经乡、村两级现场查看，
汪先生反映的住房边相邻地块杉树枝条
掉落一事，村干部已经与相邻户主多次
协商，相邻户初步同意消除隐患，但相邻
户要求汪先生本人及时上户沟通，共同
商定具体处理办法。至于猪栏顶泥土清
理，在 2020 年梅雨季边坡塌方后，村里
已经安排清理费用由汪先生自行清理。
下一步，将根据汪先生诉求，联系村里，
帮助汪先生妥善清理猪栏顶部泥土；同
时让村里尽快联系旱地户主，及时做好
杉树管护、枝桠清理。

对此，汪先生表示满意，希望乡、村
尽快督促邻居进行清理。 ·钟 伟·

受伤医疗费迟迟不赔偿
歙县昌溪乡政府回复：经调查，你母亲与人发生

纠纷后，公安民警进行了调查，认为事情简单轻微，
你母亲也有过错，所以进行了调解，劝双方和解，也
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歙县高铁站至县城没有路灯
歙县交通运输局回复：一般情况下，只有城市道

路才设置照明设施。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市政部门，
积极将该路段纳入城市管理，逐步完善照明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