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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百姓买车卖车
行为越来越普遍， 二手车交易市场也越来越
红火。但近来娄底不少读者反映，由于该市二
手车交易市场城区和各县（市）都只有一家，
买卖后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更是交给全市唯
一一家企业，垄断严重，不仅损害了交易者的
利益，也给交易者带来极大不便。

交易市场垄断致使服务费用
居高不下

车主将自己的车直接出售给买方， 称为
二手车直接交易。 这样的交易不需要鉴定评
估，只需要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开一张《二手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然后到车管部门办理相
关过户手续就行了。

可是， 在娄底市， 娄底中心城区和各县
（市） 分别只依法设立了一家二手车交易市
场。一位读者说，由于买卖双方别无选择，只
能在当地唯一一家交易市场交易， 其交易服
务费即“开票费”远比其他地方高，有的地方
连100元都不要，而在娄底，却需要320元到
1000多元不等。记者一亲戚不久前在长沙直
接转让一台二手车，经过几个市场的比价，的
确只花了50元“开票费”，证实了这位读者的
说法。

对此， 娄底市商务粮食局市场体系建设
科姚科长说，至2015年底，娄底市二手车经
营主体企业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达113家，
但二手车交易市场仅5家， 在市中心城区和
涟源市、冷水江市、双峰县、新化县所在城区
只备案登记了一家二手车交易市场。 而二手
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对
于二手车直接交易者来说， 确实没有别的市
场可选择，也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由
于物价部门只规定了二手车交易服务费每台

不超过1000元，并没有规定最低价格，所以
这些交易市场的收费也并未违规。 随着二手
车交易业务的不断增大， 该市正在考虑增加
交易市场， 从而改变目前这种别无分店的现
状，让交易者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独家把控转移登记窗口带来
诸多问题

无论是二手车经销公司还是直接买卖的
双方，最后都必须办理二手车转移登记。而在
整个娄底市， 被授权办理二手车转移登记业
务的，却只有娄底市汇达车管服务站一家，这
是由上述5家二手车交易市场共同投资兴办
的服务站。

8月15日， 记者来到娄底市汇达机动车
转移登记服务站。 大门入口处挂着两块醒目
的标牌， 上方写着汇达机动车转移登记服务
站， 旁边是娄底市汇达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 由于娄底市各区县的转移登记业务都
只能在此办理， 狭小的服务站前坪停满了前
来转户的车辆， 二楼一间不大的房间内尽是
人，10多个工作人员正忙碌着。

据了解，2015年， 该服务站全年办理二
手车转移业务1.6万台次，2016年上半年受理
6791台次，业务量确实很大。最远的交易双
方要从县（市）到市里奔波100多公里，狭小
的服务站每天人山人海， 办事百姓不得不冒
着严寒酷暑排队等候。 记者采访了一位从新
化前来办理过户手续的车主， 他说他专门请
假一大早就开车过来了， 现在最担心的是怕
今天办不好，这么远实在不想跑第二趟。

更让人不满的是，由于是“汇达”把控转
移登记窗口，受利益驱动，他们经常刁难那些
没在其市场交易的转户办理者， 不少中介代
办的业务曾被窗口工作人员无理退回。 一些
二手车经销公司与它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争
吵、打架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的经销公司的

客户资料还被登记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外泄。

加大网络政务建设 让二手车
交易更便民

目前娄底市城区拥有车管所1家，直属车
管分所、服务站7家，各区县还设有车管所，但
这些机构都只能办理新车上户手续， 为何不
能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为何要把大家都逼到

“汇达”办理过户，有的投诉者甚至质疑其中
是否有利益输送。

娄底市车管所吴所长说， 由于警力、场
地紧张等原因， 该市只得将车辆转移登记
业务交给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汇达车管服务
站办理，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除一位交警和
一位车管所职工外， 其他10多人都是汇达
交易市场的人， 但最终的审核把关还是由
交警负责。吴所长坦言，汇达的工作人员出
于私心，确实出现过一些违规行为，车管部
门对此已进行整治。

为何不将车辆转移登记业务下放到各区
县（市）呢？吴所长说，因娄底车辆档案管理相
关资料一直是使用的纸质档案， 目前还没有
实施电子档案管理， 二手车交易过户转移需
调取车辆档案资料核查， 只能在市车管所调
取查阅，导致无法延伸到县（市）开展此项服
务工作。 交警部门将争取逐步建立电子档案
管理系统，待电子档案建立后，会将二手车交
易转移过户业务下放县（市）交警部门。

对于吴所长的解释，一位投诉者说，一件
并不难办的事在娄底居然这么难， 他们表示
难以理解。

在当前互联网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公共事
务和政务服务的背景下， 呼吁娄底市加快车
辆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建设， 同时规范好二手
车交易市场，早日简政放权，让二手车转移登
记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编辑同志：
8月28日，我和妻子及家人到平江县加

义镇连云山风景区漂流。在漂流途中，妻子
不幸落入水中。当时水流很急，我奋力救助
并且大声呼救。但在我们身边就有三个景区
安全员站在岸上， 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
一直在水里挣扎了五六十米远，我才将妻子
救起。此时我和妻子都精疲力尽，全身多处
受伤，在岸边坐了近20分钟，而岸上的安全
员一直坐在原地， 根本没过来问询一下，太
冷漠无情了，根本没把我们游客的生命当回
事。

到终点后，我找景区管理处投诉，工作
人员给我们擦了点碘酒，说此事要等他调查
清楚后再给我答复。后来晚上就发了个所谓
道歉短信， 而对我们身体所负的伤只字未

提。希望有关部门严厉查处这种对游客生命
极不负责的行为，防止景区因救援不及时造
成人命事故。

一名游客

记者调查：
9月2日，此投诉在《投诉直通车》网上刊

发后，景区负责人向投诉人赔礼道歉，并表
示将退还两张门票款，投诉人对处理结果表
示满意。

但不少读者网友认为，景区这样处理太
轻，安全员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游客遇险不
及时施救，应该受到严肃处理。同时，景区应
就此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不要等
到出了人命才重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社会聚焦

·新建教学楼油漆气味重
我是岳阳市十四中学生的家长，因学校

建筑老旧，新校于今年修建，到现在仍然没
有装修完工。为了赶工期和满足市有关领导
指示， 在配套设施还完全没有建好的情况
下，学校就急着搬进新校。最近家长到新校
教学楼走访，发现油漆气味很重，家长怀疑
甲醛超标。联想到今年多地方发生的毒跑道
事件，作为家长我们完全不能放心。我们要
求，必须有可信服的检测报告出来，才能让
孩子们进新教室。 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应
该暂缓搬进新校。

李先生

·办理户口两个月没结果
7月1日， 本人携子及资料到常德市鼎城

区钱家坪乡派出所办理幼子上户口的事，按
工作人员指导， 前前后后把该备的资料补齐
后静等通知。8月26日， 我电询工作人员户口
进展情况，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最
后说资料尚未录入电脑， 也就是交完资料后
派出所工作人员未跟进办理此事，一直搁浅。
区区办理户口的小事，2个月束之高阁， 请问
办理一个户口应该需要几个工作日？

曹英

·新宁县观瀑小学严重超员
新宁县观瀑小学严重超员， 县教育局

明确规定一个班学生不能超过50人， 但现
在一个班学生竟然达到了74人， 这么多的
学生挤在一个教室， 坐在后排的连老师讲
话都听不清。 一个老师又怎么管理这么多
学生？以前说没教室，我们只好将就一下，
现在修了四层教学楼， 请问空着的教室拿
来干什么呢？

黎先生

·扒手猖獗应予以重视
我是名刚满服役期的退伍武警，9月2

日从部队返乡，出了衡阳火车站就坐上公交
去华新汽车站回老家报到。 我背着背包，但
车上老年人较多我就一直站着。中途一个站
点，一中年妇女手扶了一下我的背包马上下
车了， 我手伸到背后摸到拉链还是拉好的，
就没太在意。 但到了汽车站准备买票时，发
现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2000元钱，还有部
队开的退伍安置证明、身份证、银行卡，没有
证明就落不了户口。 衡阳扒手真是太嚣张
了，希望能重视一下，让老百姓有个安全舒
心的环境。

刘锦坤

微言微语

身边新风

日前， 隆回县城的马先生特意在隆回阳
光照明灯饰店购买了一批灯饰。他说，要感谢
店主拾金不昧，使他9万元现金失而复得。

原来在8月18日下午， 马先生在这家灯
饰店看灯饰后， 大意将随身带的装有9万多
元的蓝色提包落在了店铺里。回到家，他才发
现提包不知何时丢了。 他立即去办公室和很

多地方找寻， 却一无所获。 正当他灰心丧气
时， 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灯饰店的老板打来
的。马先生赶到灯饰店，见包里的钱原封未
动，一分不少。店主范女士说，她在忙完自
己的事后，发现桌子上有一个蓝色提包，知
道肯定是哪个顾客粗心忘记拿了。 为了找
到顾客线索，她打开了包，顿时惊呆了，里

面是一扎扎的百元现金， 一数有9万多元。
“顾客一定非常焦急。” 范女士在包里找到
了一张购货单，上面有个电话，她按照电话
号码打过去， 找到了马先生。“不是自己的
东西，不能要，这是起码的做人原则。”范女士
婉拒了马先生的酬谢。

袁鹰

编辑同志：
本人于8月23日从广西送小孩到长沙读

书， 实名制购买Ｋ58次火车票2张。8月24日
上午我们到达长沙火车站， 发现在火车上被
小孩不慎丢失其中1张火车票，我主动找到火
车站出站口工作窗口解释说明， 并出示身份
证明， 多次请求窗口工作人员帮助从电脑网
络查询证实，被告知无法查询。最终无奈被迫

补买一张火车票后才得以出站， 小孩也被此
情况委屈得眼泪直流。

遗失火车票的事经常发生， 旅客本人未
尽保管之责，按常理来说应该自负责任。但在
当今信息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 铁路部
门也已推出方便民众的实名购票系统， 拿身
份证都能在车站轻松取到车票， 对于实名制
旅客信息，铁路部门准确掌握并不是难事。究

竟是系统无法操作，还是工作人员怕麻烦，还
是系统设置没考虑到此问题，我不得而知。我
只是希望，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日新月异，很多
部门都在不断推出科学、便民的服务举措，在
购票早已实行实名制的今天， 对那些确已购
票而不慎丢失的旅客， 能否利用一下现代的
信息技术，制定更人性化的措施呢？

一乘客

市场垄断费用高 转户登记跑远路

娄底二手车交易烦恼多
游客漂流遇险
安全员袖手旁观

编辑同志：
8月27日，我们一行人去平江县石牛寨

景区旅游，发现景区管理很不规范。走到山
顶，就有“托”带着大家走一条下山小路，还
从一个寺庙里穿过，其实这条下山的路根本
不属于旅游景点。下山的小路很崎岖，也没
有安全措施。到了寺庙，还要求大家花钱烧
香。景区就是这样管理的吗？

熊先生

记者调查：
8月30日，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平江

县石牛寨景区。景区经过调查后回复说，游客
所述山路为石佛山石佛寺以下路段， 所述情

况基本属实。今年下半年，有非法营运人员在
石佛山下进行非法客运以及兜售商品的活
动，为了扩大客源量，非法营运人员雇佣社会
闲散人员在景区一线天位置， 错误引导游客
从石佛山下山。 在游客按其错误引导到达石
佛寺后，以强买强卖的手段非法获利。因非法
营运车辆所处位置在景区范围之外， 景区已
向相关执法部门和政府机关对接， 彻底打击
石佛山下非法营运以及强买强卖的行为。有
关部门已责令景区在一线天位置增设值班岗
位和引路标识， 确保游客不被不法分子错误
引导，加强石佛山区域的管控力度，发现不法
行为，及时同相关执法部门进行严厉打击。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石牛寨景区有“托”搞鬼

编辑同志：
我们是桂阳县金豪华都小区的业主，小

区共有380套房。 开发商于2013年5月向业
主交房时，按2%代收了房屋维修基金。但是
这笔房屋维修基金开发商却一直没有上缴
到县房产局，部分业主也向桂阳县房管局反
映了情况，当时县房管局工作人员曾表态及
时督促开发商把维修基金上交到位。可是又
等了将近一年，部分业主因个人需贷款到房
产局办手续才得知，该小区大部分房子未备
案， 开发商代收的维修基金也没有上缴。业
主反映了那么久，房管局却迟迟不去督促开
发商办手续、上缴代收费用，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

王先生

记者调查：
8月底，记者就此事致电桂阳县房管局，工

作人员说，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金豪
华都项目是金盛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房地
产项目，2013年， 当时并未开通商品房专项维
修基金个人银行代缴系统，所以金豪华都项目
的商品房专项维修基金由开发商代收，但当时
开发商代收的该笔资金大部分未及时上缴房
管局。经他们多次督促，今年年初又上缴了部
分，但至今仍未交清。8月18日，桂阳县房管局
执法队对金盛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限期
将全部维修基金上缴， 否则将依法立案查处。
目前，开发商已同意在限期内将还未上缴的该
项目维修资金全部上交房管局维修基金专户。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开发商代收维修基金不上缴

编辑同志：
我是衡南县云集镇渡口村村民 。

渡口村与茶市镇一河之隔 ， 茶市镇的
垃圾堆积在我村对面的山上焚烧 ，每
次风向朝我村 ，就浓烟弥漫 。长年累月
不间断地焚烧垃圾 ，特别是晚上 ，村民
都不敢开窗睡觉 。 这些有毒的烟雾严
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困扰不已 。
我们拨打市民热线跟茶市镇政府热线
反映，他们相互踢皮球 。希望有人来管
管这件事 。

一村民

记者调查：
9月1日，记者致电衡南县茶市镇村镇规划

和建设服务站，工作人员回复称，近期由于天
气连续高温，垃圾燃烧是垃圾中腐烂物产生沼
气自燃所致。在垃圾运输过程中，垃圾斗中有
饭店及早餐店未熄灭的煤炭煤渣的余火造成
垃圾场可燃垃圾自然焚烧，影响了居民正常生
产生活，服务站对此表示歉意，并整改如下：今
后对垃圾场进行严格管理，每天对垃圾场加强
巡查。发现火源及时处置，在高温天气实行定
期洒水，确保垃圾场无焚烧致烟情况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茶市镇焚烧垃圾影响邻村居民

呼吁建议

遗失车票处置办法能否更人性化

9万元现金完璧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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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边的枯树应处理
9月2日，湘江长沙段银盆岭大桥附近，一些原本种植在河堤旁的树木枯死，杂乱无章的枯树枝影响河道景观和行洪安全。希望相关部

门及时清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