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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建议

编辑同志：
我家住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 房间的

窗户面向马路，房子隔音效果差。本来马路上
车来车往的噪声就让人不清净了， 近一年以
来， 兴汉华庭一楼的一些店铺用高音喇叭促
销的噪声更是火上浇油，吵得人不得安宁。

这里有一家叫“果唯伊”卖水果的店铺，
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使用高音喇叭叫
卖，循环播放，没有停歇。旁边粒上皇卖板栗
的吆喝声时时响起，内衣店促销声不绝于耳。
这些噪音天天传到我家里， 午休时间想躺下
休息一会都不行。我的孩子上初中，放学回家
要做作业，妻子生二胎在家休养。每天都被这
些噪声吵得心神不宁。 商家要做生意我们能
理解， 可不能为了招徕顾客就把声音调那么

大啊，而且整天播个不停，来来回回就那几句
广告词，把人吵得都快精神衰弱了。

我从去年11月开始多次与这些商家交
涉， 也向有关部门投诉过， 可是没有任何改
观。难道这样噪音扰民没法治理吗？

一居民

记者追踪：
近日，记者来到居民投诉的商铺调查，发

现“果唯伊”卖水果的喇叭促销声小多了，卖
板栗的也不再大声吆喝， 内衣店也没人高声
叫卖了。水果店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
有人投诉后，有关部门来调查处理了此事，商
家们已改变了过去的做法，注意不噪音扰民。
但投诉人担心这些商家只是暂时应付管理部

门， 盼望有关部门建立长效机制治理噪音污
染，还静于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对于沿街店铺各种
促销噪音反复出现的问题， 不仅周边居民苦
不堪言，管理部门也很是头疼。一位城管执法
人员表示， 商铺噪音扰民具有偶发性、 范围
广、易回潮等特点。对产生噪音的沿街商铺，
他们会要求其将音量降低到允许范围内，同
时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频次。市民建议，针对
沿街商铺噪音扰民问题反复出现的情况，可
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将受到两次处罚的商
铺纳入黑名单，通过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
平台进行通报，并协调征信机构，将商家违法
行为记入征信系统。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报道追踪

湖南日报社：
5月25日，《湖南日报》 投诉直通车栏目

刊登了“宁远县补办二胎生育证还在征收社
会抚养费”一文，是由于棉花坪瑶族乡计生工
作人员工作欠细致， 在不问清情况下随意答
复办事群众引起的。 赵辉投诉时没有写清楚
自己的状况， 宁远县卫计委对此回复时分两
种情况给出了处理意见： 一种是对象领取了
《结婚证》的，可以免费办理一孩、二孩《生育
服务证》，不征收社会抚养费；另一种是没有

领取《结婚证》生育子女的，属于非婚生育，则
需要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后来，赵辉又致
电县卫计委咨询， 县卫计委工作人员在了解
其具体情况后，当即告知赵辉，他这种情况不
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并及时通知棉花坪瑶
族乡卫计办， 尽快按政策免费为赵辉办理二
孩《生育服务证》。5月21日，乡卫计分管领导
和驻村干部专程到赵辉家找到赵辉的母亲，
为赵辉办理了《生育服务证》，没有收取任何
费用。

自2016年全国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宁远县
严格执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案）》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并层层培训了县、
乡、村干部。目前，全县在办理《生育服务证》过
程中，没有发现一起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现象。
全县对已取得结婚证在申办和补办生育服务证
的过程中从未征收社会抚养费。 目前， 宁远县
委、县政府已责成棉花坪瑶族乡党委、政府对有
关人进行问责处理。

宁远县卫计委

宁远县投诉人二胎生育证已免费补办

货上坐人
太危险
6月5日，嘉禾县金田

东路， 一辆满载瓷砖的货
车急速行驶在道路上，两
名工人坐在没有任何栏杆
和防护设施的货物顶部，
摇摆不定，十分危险。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通信的发达给人带来方便， 却也带来不
少烦恼。近年来，许多人的手机频频接到各种
商业推销电话，推销商铺楼盘、保险、贷款、辅
导培训等等。这类电话近段时间越来越多，也
越来越“精确定位”，无休无止的此类骚扰电
话让人难以忍受， 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
和生活。

商业骚扰电话越来越多

现在，看看自己，再随便问问亲朋好友，
就会发现, 很多人都在频繁地被推销电话骚
扰。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明显感觉到最近半年，骚扰电话增多了，他
每天接二三十来个电话， 骚扰电话占一半以
上。由于他是跑销售的，经常要接全国各地的
电话，看到不熟悉的电话也不敢不接，结果一
接不是推销贷款，就是保险，还有家教培训。
他感到非常烦恼，有时早上想休息一下，结果
经常一早就接到骚扰电话。 他无奈地说：“每
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骚扰电话！”

刘女士的女儿今年上小学六年级， 面临
小升初，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她就不断接到各
种培训班、小升初衔接、一对一辅导等骚扰电
话，每个电话都能清楚地说出女儿的名字。而
且这样的电话通常是晚上六七点钟打， 有时
看电影，也会有推销人员打电话进来。

有位网友在《湖南日报》“投诉直通车”上
反映，一年前，他无意间点进了嗨学网司法考
试的网页，没有仔细看就退出了，但接下来一
年里，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收到嗨学网打来的
骚扰电话，要求在他们网站报司法考试课程，
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对方知道自己的姓
名、号码，个人信息已经泄露。

娄底的谢先生也反映，他刚买了一套房，
就接到无数装修公司电话， 他说：“业务员微
信聊天也自称是买的我们的信息， 来电者在
我们拿房前就可以锁定我们什么时候拿房，
同样知道我们每个业主的姓名。”

骚扰电话的泛滥，让许多人见到不熟悉的
电话不愿接，但又怕有时会耽误事，十分纠结。

大量个人信息被泄露

很多人发现自己所接到的骚扰电话定位
越来越“精准”，推销人员推销的产品与自己
的生活情况相关， 有的电话更是掌握你的姓
名、房产、小孩情况等详细信息，反映出个人
信息的泄露现象越来越严重。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中明确规定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三个罪名：“国家机关或者金融、 电信、交
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
规定，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
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出售或者非法提
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
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去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一起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就显示， 长沙某银行的信贷部主任
盗卖了公民个人征信信息， 一条征信信息至
少300元。中间商以各种价格收买各行业“内
鬼”，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在该案收网时，民警
查到， 在这条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
链上，每天的信息交易量达到1万多条。

尽管从立法到执法， 有关部门加大了对
个人信息买卖的打击力度， 但由于信息买卖
的隐蔽性非常高， 数量也巨大， 案件查办困
难，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并未得到有效制止。利
益的驱动，还使这一情况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鉴于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越来
越严重， 公民自身必须更注重个人隐私的保
护。如一些电商平台要求用户提供姓名、手机
号、收件人地址等，尤其电商推出的几元包邮
活动，除了提高店铺人气之外，很可能也是为
了收集用户信息。 线上线下各种活动也会收
集用户信息， 比如在电影院里经常有填个人

信息送电影票的活动，还有各种问卷调查，也会
让受访者填写手机号， 都有可能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接几个骚扰电话还只
是烦躁， 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干更不利于公民
的坏事，就更麻烦了。

及时标记、举报骚扰电话

面对各种骚扰电话，通信管理部门怎么说？
5月31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湖南省通信管理局
网安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各类防骚扰
电话的APP很多，市民可以自行下载到手机上，
对于标识为推销广告等电话可以直接设置拦
截。他们要求运营商和广告商户签订入网协议，
对该商户电话使用的时间段、频次等都有要求，
如果有用户投诉该商户电话骚扰， 商户电话将
会被暂停。但是他也表示，面对公众对骚扰电话
的反映， 通信管理部门只能在技术系统上按入
网的合同来办， 他们也没有办法界定是不是骚
扰电话，什么样的频次就算是骚扰电话，因为国
家对此还没有法律界定，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他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

对于手机的骚扰电话， 现在我们比较方便
做的就是借助手机中的安全软件， 如腾讯手机
管家、360等软件APP进行标记和拦截，有些手
机通讯录也带有标记、拦截功能。

除此之外，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
报受理中心也可以受理公众的举报， 该中心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设立的公
众举报受理机构， 负责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承
担关于互联网、 电话网等信息通信网络中的不
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 调查分析以及查处工
作，支持举报诈骗电话、举报骚扰电话、垃圾短
信和不良APP。12321举报助手APP（安卓版）
也已上线。 记者打开网页看到，6月1日17时，
12321网站当天受理举报4520条， 而且这个数
字还在不断增加。

记者建议， 大家接到骚扰电话尽可能进行
标记，不要怕麻烦，以便于对这些骚扰电话进行
分类，有利于利用各种拦截APP进行拦截，或给
后 来 的 接 电 话 者 进 行 提 醒 。 还 可 以 到
12321APP上进行举报，让受理中心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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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微语

编辑同志：
本人在2017年12月份驾驶小车在株洲

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伤人事故，今年5月份在
伤者好了后，双方一起在交警队处理完事
故和赔偿。 我持放车单去停车场提车时，
被告知要交3000多元停车、拖车费。于是我
拿放车单找株洲芦淞交警大队领导复议，
得到的回复是：“停车费的事情不归我管”
或“停车费我们又不收，你去问停车场”，但
停车场不给钱就不让提车。道路交通处理
程序已规定， 扣车费用由执法部门出，为
什么现在还必须由我们车主出？ 袁先生

记者追踪：
记者将此事反馈给了株洲市交警支

队，该支队回复称，由于株洲市暂无政府
投资的公益性停车场，芦淞交警大队院落
狭窄，根本无法停放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
当事人的车辆， 更无法停放暂扣车辆，芦
淞交警部门暂扣车辆停放在芦淞施救站。
目前，交警部门加强了对涉事停车场的监
督管理， 与财政部门完成了省内横向调
研， 结合省内长沙等先进城市的工作经
验， 拟定了株洲市涉案车辆保管方案，建

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涉案车辆的
保管费用，并已提交政府纳入2018年预算
安排。此项工作进展顺利，不久便可实行。
芦淞大队已与当事人取得了沟通， 了解并
协调处理相关事宜。

5月25日，记者拨通了袁先生的电话，
他说，经过交涉，停车厂提出要收300元拖
车费，后来，这300元也没有收，自己提到
了车。

根据我国2012年1月1日就已经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其中规
定，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利用职权
扣押肇事车辆属于行政强制措施。2012年
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对查封、 扣押的场
所、 设施或者财物， 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
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对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第三人
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因第三人的
原因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先行赔付后，有
权向第三人追偿。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
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此法规目前已实行
6年多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长沙公交车编号数字能不重复吗
长沙公交车编号长期以来有一大毛

病，完全不同的两路车却用同样的数字，只
是一个加了个字母，比如103路和x103路。
今天我也被这奇葩的编号给整了， 看到
103路来了，我上了车，不一会，几位乘客
嚷起来了，说：“我们上错了，这是x103路，
不是103路。”我一听，忙看线路图，果然，
不是我要乘的103路，而是x103路，只好在
前方站下车再换乘。从1路到999路，哪个
号不好用，非得弄个两个一样的数字？据我
所知，长沙公交线路还有同样数字却分“上
行线、 下行线”“区间线”“东线、 西线”“南
线、北线”。这些同样编号却不完全相同线
路的公交车，常常把人搞得稀里糊涂。有些
乘客因为上错了车，对司机发火，弄得司机
心情也不好。 希望公交部门好好考虑这一
问题，方便群众。 吴常志

·“人人车”不退定金
我在“人人车”汽车交易平台看了一台

2011年出厂、2013年上牌照使用的二手丰
田皇冠轿车，“人人车”销售人员说车况好，
保证没事故， 要我交定金。 我微信转账给
“人人车”销售人员4500元定金。但等我看
车时， 发现是事故车。 我提出不要这台车

了，“人人车”说我单方违约，不退定金。明
明是“人人车”工作人员的失职，现在却扣
着我的定金不肯退。 王猛

·凤凰三王庙强制游客捐钱
5月19日，我到凤凰旅游，我和朋友被

导游带到三王庙， 庙里的人给我们讲解了
一会， 就让我们一个个依次进一个房间去
接受点化。 一个和尚一上来就握着我的手
说我有福气等等，然后说给我诵经祈福，给
了我一个本子就让我登记， 要求最低捐
600元，再给我点一盏灯300元，最后还让
我去外面买鱼饲料30元， 才让我出去。我
朋友因为没有现金， 还被要求微信转账
200元，我被骗900多元。希望有关部门管
一管这帮骗人的和尚。 黄书芳

·石公桥买码成风
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买地下六合

彩风气太浓， 我所在的芦花坪村很多人
每期少则二三百元，多则五百、上千元去
买，不中还好，中奖了又花更多的钱买地
下六合彩。村民买码成风，不仅影响社会
风气，而且产生家庭矛盾。希望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

一村民

读者话题

个人信息泄露严重，各种商业电话每天频繁打入，让人不胜其烦———

电话骚扰何时休
株洲扣车停车费
为何还要车主出

编辑同志：
5月8日上午， 我妻子在湘潭市熙春路

“先导快线”租车点，通过先导快线APP租
了一辆电动汽车 （车牌为 ：湘CZ3963），驾
车途中经过九华湖公园南门时， 共享汽车
右前车轮爆胎，与客服联系后，客服人员认
为爆胎属驾驶员的全部责任， 需要维修好
才能归还车辆， 要我们与保险公司的拖车
联系， 将车辆拖至湘潭市岳塘区书院东路
的指定维修点。 我们将共享汽车拖至指定
维修点， 维修点的工作人员说300元能修
好，我交了300元，然后通知了客服。客服人
员通过APP后台调控我妻子租车状态为归
还。

5月16日晚，客服打电话来说，我妻子
在爆胎后到共享汽车被拖至指定维系点这
段时间所产生的租车费还未支付， 同时拖
车费用也未支付。 拖车过程中产生的租车
费我还好理解， 问题是九华湖公园至书院
东路指定维修点不超过15公里， 保险公司
有50公里或100公里的免费救援，又何来拖
车费？我再次与客服电话沟通，这一次才说
拖车费不收取。

共享汽车爆胎， 租车人就是全责吗？车
胎也是车辆的正常损耗，常人是无法用肉眼
看出车胎是否有异常的，我觉得这不合理。

一市民

记者追踪：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长沙先导快线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先导快线就此回复称，为了消
除市民对车辆轮胎的疑虑， 进一步提升安全
服务，公司已决定：马上联系车辆制造厂，对
公司车辆的轮胎进行专业检测， 若确实是轮
胎质量问题，将追究厂家的责任，并要求其更
换所有轮胎。加大对湖南市场2300台新能源
汽车的车胎巡检力度， 要求运维人员每天对
轮胎进行排查。呼吁用户用车前检查轮胎，发
现轮胎受损情况，有义务向公司报告，并且不
使用该车辆，共同提高用车安全。

公司会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和提高服
务质量。因驾龄、驾驶习惯、驾驶频次不同，
新能源共享汽车车胎磨损情况及爆胎几率
都高于私家车数十倍， 而保险公司对轮胎
这种损耗件并不承保。 公司拟推出轮胎受
损费， 对驾驶过程中损伤的车胎进行统一
处理，车胎受损爆胎后客户无需承担责任，
相应车辆救援、换胎等费用均免收，让用户
不再感到委屈。 此方案正在广泛征求用户
意见， 这也是共享汽车行业的一种尝试和
创新。将在已开通的长沙、湘潭、株洲、浏
阳、益阳、宁乡、衡阳、常德、岳阳九个城市
指定专职安全员，24小时值守，在事故发生
后的1小时内必须赶到现场， 协助交警、客
户处理事故。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共享汽车爆胎 租户负全责不合理

编辑同志：
慈利县原宜冲桥乡2015年区划调整

后，14个村并入甘堰乡，现在，慈利县公安
局许家坊派出所在原宜冲桥乡， 将宜冲桥
乡村民的户口更换为甘堰乡户口， 户口内
叶每页收费2元，外壳收费8元，请问收费合
理吗？乡镇区划调整是政府行为，费用为什
么要老百姓承担？ 卜明

记者追踪：
5月24日， 慈利县发展和改革局回复

说： 根据湘发改价费 [2016]375号文件规
定，“户口簿工本费8元，含一个外壳，5页内
芯及人像扫描费， 每增加或变更打印户籍
簿内芯每页2元”。此项收费为工本费。上述
文件规定首次免征工本费， 未规定其他免
收范围。

群众认为此回复没有解决是否应该收

费的问题，群众认为：乡镇区划调整后，原
宜冲桥乡人是首次办理甘堰乡户口， 应该
免收工本费。

记者将群众的呼声转交慈利县公安
局， 该局对此事很重视。6月4日回复说：经
查， 慈利县公安局许家坊派出所在办理户
政收费业务时，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没
有乱收费。至于区划调整后，更换户口本收
费的问题，该局专题向市公安局汇报，请求
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同时向慈利县委、县
政府汇报。经请示县委、县政府，为方便人
民群众，从即日起，慈利县公安局对于因行
政区划调整需首次更换户口簿的居民，不
再收取相关费用。

其实， 行政区划调整并非仅涉及个别
地区，如何规范此类换证收费，呼吁有关部
门引起重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区划调整需换户口 费用究竟该由谁出

解决店铺促销噪音扰民这一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