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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燃气具遭遇安装“难题”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网络购物方便快捷， 手机轻轻
一点， 就连家具电器都能送货上门
并免费安装， 省却四处逛街选购的
奔波之累，深得消费者的喜欢。 可最
近， 武冈市一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
燃气具却遇到困扰： 因为他是由网
上卖家免费上门安装， 无法提供当
地指定的安装公司出具的安装合格
证， 当地燃气公司拒绝给他开通燃
气。

一张安装合格证
难住网购消费者

武冈市城市公馆小区业主小肖
投诉说：

我早就缴纳了2300元天然气开
户费，装修时，从网上购买了国家一
线品牌的燃气热水器及灶具， 并由
该品牌售后人员进行了安装。 谁知
去申请开通天然气时却被告知，必
须去武冈指定的一个安装公司取得
所谓的“安装合格证”后，才能开通
天然气。 我来到这个安装公司，被告
知：我家的燃气灶具、热水器若不是
在该店购买的，比如是网上购买的，
则需缴纳灶具安装费30元、 热水器
安装费80元后才可以出具一个“安
装合格证”。 安装公司还告诉我，如
果我自己不愿出这笔安装费， 可以
找网上商家武冈实体店的老板来缴
纳。

对此，我实在想不通：一、自己
在网上购买的国家一线品牌燃气灶
具、 热水器是经过出厂检验合格的
产品，并由厂家售后服务进行安装，
为什么还要去当地指定的安装公司
缴纳一笔安装费？ 我自己从网上购
买的合格产品， 已由售后服务免费
安装了， 为什么还要由实体店缴纳
这笔不合理不合法的安装费？ 二、如
果有关部门认定我家的燃气灶具、
热水器的安装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安
全标准， 完全可以去调查该安装人
员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并实施相应处
罚， 凭什么卡着我一个普通用户不
给通气？ 三、武冈这家销售、安装公
司与燃气管理部门有无利益勾结？
市场竞争靠的是服务质量， 怎能用
这样的霸王条款垄断市场、 限制消
费者的合法选择？

开通管道燃气
需要两个合格证明
6月2日，记者致电武冈市深燃

天然气有限公司，该公司回复说，由

于客户的燃气具是在网上购买的，
没有安装合格证， 公司按武冈市燃
气管理部门的规定不能给予点火通
气。 记者又致电武冈市燃气管理部
门，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当地市民
使用的燃气具， 安装必须由在燃气
部门已经备案的两家指定安装公司
安装，并由其出具安装合格证。 而且
购买的燃气具除了产品合格证，还
必须符合湖南省燃气具适配性目
录， 并在当地实体店购买的才能安
装。 网购或异地购的产品则要消费
者自己送省有关部门检测， 确认其
产品与当地的气源适配检验合格才
能安装通气。 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说，
未经检测过的天然气器具， 万一存
在与当地气源不适配的情况， 将可
能发生燃烧障碍、 有害气体超标甚
至引发火灾事故等问题。 如此规定
是为了规范燃气器具的生产使用，
保障消费者的安全。

邵阳市燃气管理部门也解释
说， 指定公司安装是便于对安装市
场进行监管， 避免安装不合格引发
安全事故， 厂家可以委托当地的安
装公司统一进行安装。 至于对网购
和异地购的燃气具如何进行监管，
目前该市还没有出台具体规定。

6月4日，投诉人小肖告诉记者，
无奈之下他只好交了80元钱， 由当
地指定的安装公司上门来看了看，
给他开了一张安装合格证， 燃气公
司这才给他家通了气。

不能借监管之名
限制市场竞争

记者采访了省住建厅城市建设
处，一名负责人介绍说，按照《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在我省销售的
燃气产品除了有产品合格证外，必
须符合湖南省燃气具适配性目录，
所有进入湖南市场销售的产品每年
有两次机会到各市、州申报产品，经
检测后半年公布一次产品目录。 另
外还要求生产厂家、 销售单位在产
品的销售地设立或者委托有资质的
人员或机构从事安装和售后服务，
安装、 售后服务人员必须有燃气具
安装、维修资质证，并到当地燃气主
管部门备案， 以确保燃气具由专业
人员安装、维修，保障消费者生命财
产安全。 虽然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网
购燃气具的具体管理规定， 但绝不
允许借保护消费者安全为名搞垄
断。

我省其他地区是如何监管网购
燃气具的？ 记者采访了长沙新奥燃
气公司，对方答复说，只要产品符合
湖南省燃气具适配性目录， 由厂家
安装好后，就可以开通燃气。 常德市
燃气管理办公室介绍说， 该市没有
指定安装公司， 只要求厂家的售后
安装人员在当地燃气管理部门备
案， 消费者网购的产品只要符合湖
南省燃气具适配性目录就可以。

广东省一家品牌燃气具湖南长

沙办事处负责人介绍说， 作为一家
正规品牌的企业， 该公司在我省各
县市都设有安装、售后服务机构，其
售后、 安装人员都是经过了专业培
训并获得了资质证明的。 除了遍布
各县市的实体店， 该企业的产品在
天猫、京东上也有很多电商。 消费者
在电商上购买的产品和实体店一样
享有同样的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

湖南一家燃气具生产企业负责
人也告诉记者， 该企业的产品销往
全国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国， 经销商
针对不同的地区配发与气源相适配
的商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湖
南省很多县市都对网购燃气具出台
了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监管， 但还有
一些地方仍在执行土政策， 导致一
些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产品不能享
受厂家提供的免费安装服务， 还有
的干脆不认可网购产品， 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竞争。 如在邵阳的另一个
县， 网购产品必须由用户自己出钱
请燃气公司安装再开通气源， 热水
器安装每台120元， 灶具每台80元。
这项服务本来是由厂家免费负责
的。 娄底的一些县也有类似规定，这
些规定人为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也限制了正常的市场竞争。

如今， 网上购物已成人们消费
新常态。 呼吁有关部门与时俱进、加
强调研， 对网购燃气具进行更科学
更合理的监管。 谨防监管走样，造成
市场垄断、消费者权益受损。

学校动员学生参加
商业夏令营惹争议
编辑同志：

岳阳市东城小学与旅行社合作，
打着“研学”的幌子，在小学生即将
临考前夕， 在班级群和学校课堂上
大肆鼓动学生暑假参加某夏令营活
动。 这个夏令营收费高达4000元，并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轻松承担得起
这笔费用，学校这么大力宣传，让不
少家长很犯难， 也搞得很多学生没
心思复习备考。

一些家长认为 ，学校此举有与
商业机构勾结、从中收取回扣的嫌
疑。 宣传说是自愿报名，但学校老
师反反复复动员学生参加，让无力
或不愿参加的学生和家庭承受很
大的压力，以致严重影响即将到来
的期末考试，也使学生养成相互攀
比的心理。学校应以教育学生文化
知识为主， 倘若确需研学之类 ，也
应该是等学生放假之后，由家庭自
行安排。

希望教育部门能重视这一情
况，规范夏令营等活动的组织程序。

一家长

记者追踪：
6月13日， 岳阳市经开区教育文

体工作局回复说，为了贯彻落实教育
部《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积极响应市教体局《关于组织
开展‘圆梦蒲公英’暑期主题系列活动
的通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实践
和研学旅行活动，东城小学研究决定
指导学生开展暑假综合实践活动。 学
校遵循家长学生自愿参与的原则，以
教育为目的，以安全为底线，由有资质
的机构承办，学校只参与指导。整个活
动由承办机构承担活动和安全的主
体，由承办机构直接对接相关事情并
收取相关费用，学校只负责审核活动
内容和方案，负责督查活动的安全和
效果，负责做相关的宣传发动，不经手
任何经济。

在宣传发动中，可能学校有部分
班主任工作方法不是很适当， 针对
这个情况， 该局已经要求学校停止
宣传活动， 并要求学校向已经报名
的家长做好解释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房子屡屡现裂缝 谁给住户定心丸
编辑同志：

我住的安置房在常德市武陵区
三闾小区7栋1单元602室，住进去不
久， 就发现房屋多处出现裂缝 ，从
2016年起， 我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
房屋开裂问题，至今已过去三年多，
一直未处理到位。现在，两个卧室也
出现大面积开裂现象。 为了安全起
见，2018年底我从安置房搬了出来。
房子质量如此差，我要求换房，可安
置办只同意帮我修补， 那修补后又
出现开裂怎么办？ 谁来保障我的生
命财产安全？

易民
记者追踪：

近日， 常德市武陵区公寓楼安
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回复说：4月
28日， 该办接到该业主投诉，4月28
日至5月7日期间， 他们已派专业维
修人员和物业管理人员上门与业主

沟通， 业主提出维修后让维修人员
写保证书， 保证不会出现类似开裂
问题。 由于引起楼板细微裂缝的因
素较多，业主房屋又是顶楼，受室内
外温差等影响较大， 出现个别细微
缝也是有可能的。 5月13日后，该办
维修人员再次上门进行维修整改，
现已对卫生间整体进行瓷砖更换，
期间工作人员陪同业主先后三次选
择瓷砖，业主对瓷砖款式都不满意。
业主提出的房间内裂缝问题， 需先
处理完卫生间后再进行下一步处
理。业主家产生的裂缝，并不影响房
屋整体结构安全。

对此，记者认为，政府统一建设
安置房本是一项惠民工程， 要确保
安置房质量，让安置户住得安心，最
好是由权威部门做出鉴定， 以免后
患。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街道长期内涝居民愁
编辑同志：

我们是永州市东安县生智路75
号周边的居民， 现反映我们那条街
道每逢暴雨必“看海”、几年也未见
改观的问题。几年前，我们旁边修建
了温州商贸城和马路双行道改为单
行道(填高了路面)，我们那条街道地
势就低了一大半， 再加上前两年下
水管口改小，现每年一到下雨时，街
道的积水和下水管的黑臭水就无法
排出，街道变成一片汪洋，积水深处
高达50厘米至100厘米，积水多时会
倒灌进房屋和周围的商铺， 有的房
子是木质结构， 经常浸泡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 今年到目前为止就涨
了3次水，最近一次5月20日涨到1米

多高。 我们向各级反映，县、镇、社区
都来过人， 但都是来看看就不了了
之。 到底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问题解
决呢？

一居民
记者追踪：

东安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回复称，经调查，东安县生智路每逢暴
雨必“看海”情况属实。 生智路雨天内
涝的主要原因是下水道堵塞，造成雨
水无法排出，形成内涝。目前采取的措
施主要有：一是对原有下水道进行了
清淤，二是在生智路亭子处增加一条
雨水管，目前正在施工，以确保不再发
生内涝。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强制售保险 自愿成空话
编辑同志：

日前， 我在网上购买了常德汽
车总站的澧县至长沙的客车票，去
车站取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说要再
交5元买保险。 我说不需要，她说保
险必须要买，不然就不给票。因为赶
时间，我只好给了5元才拿到票。 汽
车票不是包含了保险吗？ 为何还要
强制乘客另外再买保险呢？

一乘客
记者追踪：

6月19日， 常德市道路运输服务
中心对此回复说，车站在售票窗口醒
目位置张贴有“请您自愿购买乘客综
合交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投保自
愿、旅途无忧”的提示。 车站出售保险

本着旅客自愿的原则，要求工作人员
在出售保险时必须按操作流程向购
票旅客做出明确交待，由旅客自行选
择。 对当班售票员不按规定出售保险
行为，车站将按相关制度进行批评和
考核，要求在今后工作中不能违反岗
位操作程序，做好“三问一唱四交代”，
耐心详细的做好售票工作。

对车站这一解释，投诉人认为，
车站强制销售保险后， 往住都是说
是售票员的问题， 但这样的情况经
常出现， 让人怀疑是车站的管理问
题， 希望车站真正加强对保险销售
的管理，让旅客“自愿”成真自愿，消
除旅客被“自愿”的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这条线路班车太破旧
编辑同志：

每次我到株洲长途汽车站坐车
回宁乡都很难受， 株洲到宁乡的班
车实在太破旧了， 好像是报废车辆
一样， 每个座位又脏又旧， 肮脏到
无法入座。 车辆破旧到如此程度 ，
也让乘客怀疑它的安全性， 总担心
出问题。 这些车辆还能运营吗？ 能
不能更新一下？

一乘客
记者追踪：

株洲市运管处回复称， 株洲长
途汽车站宁乡线车辆购置于2009
年11月份， 至今已有10年时间， 外

观及内部座椅确已陈旧， 车站多次
找承运人沟通， 要求尽快报废更新
车辆， 为旅客营造舒适的出行环境。
但从实际情况看， 该线路经营不太
景气， 客源较少。 原来该线路上有营
运车辆11台， 现在仅剩5台。 投入资
产回报率低， 暂时不具备更新条件。
但对线路营运安全并没有因客源减
少而放松管理要求， 每趟次都须上
安检地沟检查， 车辆安全部件必须
配备到位。 下一步， 车站表示会积极
与承运人沟通并上报客运分公司，
争取优惠政策， 为更新车辆做准备。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请解除学校旁这个安全隐患编辑同志：
在浏阳市集里街道的禧和小学旁， 矗立着一

个停工达一年的烂尾楼盘———禧和学苑。 禧和学
苑是长沙鑫鹏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据悉开
发商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楼盘停工 ， 施工人员自
2018年7月就已全部撤离。

禧和学苑的建筑工地与禧和小学及附属幼儿园
仅一墙之隔， 现在工地上杂乱无章堆放着各种废弃
建材，在学校上方，可以看到其中一栋房子的外部钢
架已经被拆除了两层，安全防护网却没有了，各种锈
迹斑斑的钢筋材料裸露在外， 两座吊塔已经1年没有
运转，起吊部分摇摆在校园上空。若工地不复工，各种
建筑材料、施工设备无人看管、维护，对1000多名在校

师生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促成
复工， 不能置1000多名在校师生于这种危险境地，也
不能让购房业主的血汗钱打水漂。 一读者

记者追踪：
浏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称，关于禧

和学苑项目问题，住建局一直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联合集里街道办事处进行调查，并将相关
情况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汇报。 市政府已多次召
集相关部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 ， 研究解决方

案。 因开发商长沙鑫鹏置业有限公司资金链断
裂已无法支付剩余工程款，建筑方湖南省第六
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2月25日依法向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市人民法院
已于5月15日受理此案。 目前住建局正积极配
合省六建公司做好相关工作，还请大家耐心等
待。

在走法律途径的同时，记者希望街道、社区加
强安全巡查，消除烂尾楼房的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城市管理需加强夜间巡查编辑同志：
每天傍晚6点到9点， 株洲市石峰区杉木塘环

卫工人休息处地段就停满了车子，都是些卖菜、卖
水果的游商，由此带来周围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
柴油机厂等几个小区居民的生活。 有市民曾经反
映过该问题，可是迟迟没得到解决。 因此时段城管
部门已下班休息，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 希望市、
区两级政府安排晚班城管队员蹲点值班， 维持市

容市貌以及道路交通。 一居民
记者追踪：

日前， 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岭街道办事处城管办
回复说，经响石岭城管办队员实地调查，了解到杉木
塘片区确实存在城管下班后小摊小贩占道经营的问

题。城管队员现在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30-12∶00，
下午14∶00-18∶00，晚上19∶00-23∶00，因人员
不足，晚班人员不是每天都有。经开会研究，将队员的
晚班变成常态化，确保每天晚上有人值班，并针对杉
木塘片区做重点整治。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岳阳星河国际开发商侵吞业主契税
本人2015年底在岳阳星河国际购买了一套商

品房，当时契税按房价的2％交给开发商。 后来经
了解，国家政策首套房契税只需交房价的1.5％。我
打电话给销售顾问，得知可以退契税差额。 我补齐

了资料交到售楼处，工作人员说要审核，叫我回去
等消息，到时差额款会打到我卡上。 哪知这一等就
等了三四年，期间我也打过无数次电话，得到的答
复是一次次的推脱忽悠， 就是不退代收的契税差
额。

刘兴隆
·小区“僵尸车”谁来管

我是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白云路新福家园业
主。 我们小区内停有两台“僵尸车”， 一台是湘
DA3892，车身锈蚀严重，轮胎没气，另外一台是
湘DL8269。 这些车停在我们小区内已有二三年
之久，侵占业主的公共资源，也影响小区形象，不
知应由哪个部门来管。

黄斌

·垃圾焚烧站设置不合理
我是新宁县巡田乡石井村的村民， 近日下

雨，石井山泉饮用水水源地势比较低，雨水汇集到
那里。 我看到比饮用水水源高的地方建有一个垃
圾焚烧站，各种垃圾废水渗入土壤，一下雨就会流
入饮用水区域，严重污染水源。 把垃圾焚烧站建在
饮用水水源上方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建议迁移
垃圾焚烧站。

一村民
·腻子粉厂证照不齐就生产

桃源县热市镇政府到菖蒲墟场不到两公里
的地方，有砂场、腻子粉厂、砖场等大小七八家
厂子，有的厂家给当地的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
6月12日， 县环保局对热市镇温泉村3家腻子粉
厂进行了检查，明确规定科星矿业矿粉厂、湘源
矿粉厂在未取得建设项目“三同时”的证照前不
得生产。 但这两家企业不顾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依然在生产，希望环保部门严查。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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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开通！

合格产品，售后人员
安装，为什么不能开
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