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群工部邮箱：qgb4329322＠sina.com�责任编辑 田燕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社情民意

编辑同志：
春节舞龙、 舞狮本是弘扬我国民间传

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好事，但是在
隆回县辖区黄金井路段， 竟然有多伙人以
舞龙（狮）为名在路上堵车要钱，不给钱就
不让车过。该现象已存在多年，严重影响了
湖南形象，盼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

李民
记者追踪：

2月13日，隆回县金石桥镇人民政府
回复说，接到群众反映后，该镇党委、镇

政府高度重视， 并迅速采取治理行动。2
月10日，金石桥派出所下发通知，要求各
村（居）加强对本辖区内舞龙（狮）队的管
理，严禁以舞龙(狮)名义破坏交通和治安
秩序， 否则将对责任人依法从重处理。2
月11日，镇政府组织派出所、综治办工作
人员开展专项巡查。2月12日， 镇政府又
组织有舞龙（狮）队的村（居）支部书记及
舞龙（狮）队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并签订
了责任状。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我是桂阳县洋市镇仁和村的村民，我

村原本有个旧文化礼堂， 尚可节俭办事，
2018年村委会却搞超标重建， 强制所有村
民筹资筹劳，每家每户按人头捐款1千元至
1万元不等，并把没有交钱的村民姓名写在
白纸上公布于众。村民们对此怨声载道。更
让人气愤的是，今年1月27日、28日两天，村
委会又违规操办新礼堂庆典酒席， 要求参
加酒席的村民每人必须交纳礼金400元以
上，并利用公款购买了大量鞭炮燃放，大摆
酒席。如此大操大办，实属铺张浪费。呼吁
上级政府严肃查处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

龙敏
记者追踪：

近日，洋市镇人民政府回复说，镇党委
十分重视此事，1月29日至2月2日，派出调
查组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明，群众反映的

问题基本属实。
洋市镇仁和村3、4组原礼堂建设于清

朝时期，已有100多年，由于年久失修已成
危房，村里红白喜事都在礼堂里操办。为了
安全，2018年经村组开会讨论， 决定将老
礼堂拆除新建。今年1月新礼堂建成，面积
450平方米，投入78万元。按每口人450元、
每亩田870元自筹资金共63万元。1月27
日、28日为庆祝礼堂落成，村里两天共设宴
100桌，酒席、烟花爆竹开支5万多元，收到
捐款14万多元。 如此违规操办庆典酒席，
严重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调查组对该问题进行了处理： 由洋市
镇党委对仁和村村支两委班子进行集体约
谈； 在全镇范围内通报批评， 推动移风易
俗。

不少网民评论说， 调查组对此事的处
理太轻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编辑同志：
春节期间， 我们举家从长沙回到邵阳

县谷洲镇田江村十七组的老家陪妈妈过
年。从腊月廿八至正月初三，整个组的自来
水连一滴水也没有。 饭无法做， 水也没得
喝。起码的民生保障都谈不上，更别说过一
个祥和的春节了。

邵阳县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在全市是
样板工程，但对田江村十七组的村民来说只
是摆设。该组地势较高，春节期间全镇用水
量大，水压不够偶尔停水，我们可以理解，可
也不能连续停5天之久呀， 至少可以采取分
时段分区域供水，让地势高的村组也能有最
基本的水源保障。为民生计，恳请邵阳县有
关部门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颜女士

记者追踪：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邵阳县谷洲

镇人民政府。镇政府解释说，谷洲自来水
厂于2015年4月初开工建设，2016年1月
底全面供水，原设计仅供12个村加集镇近
4万人用水。2018年，应群众与村里的强烈
要求， 扩增到供18个村加集镇近5万人用
水。水管、抽水泵供水跟不上日用水量，致
使部分地势较高的居民家停水。 同时，春
节期间大量外出群众返乡，导致用水量剧
增，超出供水预期。目前，镇里正在向上级
部门争取立项，改造谷洲镇自来水厂的水
管、抽水泵并给变电器增容，确保自来水
正常供应。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自水来竟然连停5天

读者话题 靠“圈子”拉人头 生命力旺盛但乱象丛生

社交电商平台亟待规范管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通讯员 王振亚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依靠分
享经济、做熟人生意的社交电商蓬勃兴起。近
年来，以拼多多、云集微店、环球捕手、小红书
等为代表的拼团、分销开店、社区导购等多种
类型的社交电商平台快速崛起。可是，由此带
来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社交电商平台常被
人诟病。

“环球捕手”“捕捉”亲朋好友
近年来，很多读者向记者报料，称自己被

一个叫“环球捕手”的人给“捕捉”了，这个“捕
手”还是亲朋好友。在“捕手”们的恳求、劝诱
下，他们进入了“环球捕手”社交电商APP。让
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种像微商一样利用人脉
圈进行营销的社交电商平台， 让他们体验了
一次次被“宰”。

2月15日，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王先生接
到原单位一位退休老领导打来的电话：“你嫂
子在‘环球捕手’上开了一个网上商城，目前
需要冲刺1万元业绩， 你帮嫂子买一个399元
的产品支持一下。”收到这样的请求，王先生
有些左右为难。老领导接着说：“399元买一件
产品即可开通会员，领400元大红包，购物时
红包直接抵扣金额。”

王先生有些疑惑， 可还是照着老领导发
来的链接进入了“开启捕手之旅”。看到页面
显示的开通会员和领红包的内容与老领导所
说的如出一辙，王先生便购买了一款价值399
元的不粘锅。付款时，王先生才发现，平台承
诺的400元大红包在第一次购买时根本无法
使用， 而且这个代金券不可以一次性购买产
品，只能满88元减10元、满179元减20元，要用
完这400元券，可能要再花上几千元。

“这不会是传销吧？”事后，王先生对这种
营销模式产生了怀疑。因为购买后，老领导立
即发来了信息：新会员，自加入之日起10天内
邀约1位店主，就有一笔奖金，除了奖金外，再
奖励40G币。累计邀约3人，店主除了奖金外，

再奖励200G币。累计邀约达到6人，除了奖金
外，再奖励400G币。G币可用于购物，相当于
现金。

王先生越想越觉得这次购物活动有猫
腻，遂在下完单12分钟后致电“环球捕手”客
服，要求查询和退款。可是，退款过程却不像
其它电商平台那样顺利。

客服人员查询后称，锅是在“环球捕手”
旗下的“美食买手”上购买的，可以下载“美食
买手”APP办理。下载好APP后，王先生随即
完成了退款申请。 约两小时后， 王先生接到
“美食买手”的客服电话。客服称，如果退款的
话，获得的会员资格和400元新人补贴都将作
废。王先生仍坚持要退，最终客服人员极不情
愿地答应了王先生的请求。 让王先生没有料
到的是，第二天，他等到的不是退款，而是“锅
已发货” 的短信通知。 王先生无奈地告诉记
者，“美食买手”APP并不像京东、 淘宝一样，
在商品详细介绍的旁边建有互动的评价渠
道，也就是说即便想给店家“差评”，也没地方
评价。

记者的一位朋友也是“环球捕手”会员，
他提出让记者在平台上购买一件399元的东
西帮助其“升级”会员。尽管不愿意，但碍于情
面，记者还是花399元购买了一个铁锅。记者
发现，同款铁锅在别的平台上只要228元。

“环球捕手”问题多，用户投诉不断
记者在华声在线“投诉直通车”栏目里搜

了一下，发现近半年来关于“环球捕手”的投
诉就有16条。投诉内容包括退货难、退款难及
售后服务差等多方面。有投诉者称，其要求退
货的衣服邮寄过去后，查询到“环球捕手”商
家已签收，但客服一直联系不上，也不安排退
款。有多人投诉，在该平台买到假货或买的东
西有质量问题。如一款蔻驰的包包，比大商场
的同款同色便宜了400元，而收到货之后却发
现包包的尺寸、颜色都不对；仅盖了半个月的
羊毛被，里面的填充毛都掉出来了。

记者在网上查询到，2017年7月底，“环球

捕手”微信公众号被腾讯永久封号，原因是其
采取“会员、服务商、优秀服务商”三级分销，
涉嫌传销。

其实，不仅仅是“环球捕手”，由于缺少监
管， 不少社交电商平台都受到了涉嫌传销的
质疑。

如何监管社交电商平台需要
积极探索

社交电商是电商发展的一种方向， 它从
单纯对产品的经营转向人际关系的经营，并
且发展迅猛。据《2018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
预计突破万亿元，较2017年增长66.73%；从业
者规模预计达到 3032.6万人， 增长率为
50.22%。 这充分显示出社交电商行业旺盛的
生命力。

社交电商的乱象也是有目共睹：分销、代
理商的人群鱼龙混杂，售价虚高，假货、次品
货不断，售后服务差等问题频出，甚至还有人
利用电商平台进行传销活动，欺诈消费者。即
使是运营已经趋于规范的拼多多， 至今也仍
是投诉不断。可是，由于社交电商平台不受时
间和地域的限制，且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对于
监管部门来说， 如何监管成了一个需要积极
探索的问题。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朋友圈也不是法外
乐土。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动社交电商行业健
康发展，商务部于2017年启动了《社交电商经
营规范》 起草工作。2018年9月,《社交电商经
营规范》正式进入了审核阶段。

2月19日， 记者致电省商务厅电子商务
处，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社交电商适用于
《电子商务法》（2019年1月1日施行）和《反传
销法》，《社交电商经营规范》 目前还没有出
台。针对社交电商行业的现状，民众纷纷呼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社交电商平
台的监管， 规范社交电商行业从业人员的经
营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 � �·拼多多发错货不理顾客申诉
我在拼多多上面买了10件衣服， 卖家跟

我说没货。后面又发货了，结果收到的是橡皮
筋。卖家说是仓库发错了，而拼多多官方说我
收到货不能退款， 最后显示订单异常关闭了
售后入口，卖家收到钱后也不理人了。我把证
据发给他们看也不受理，申诉十几次都没用。

朱志强
·天元区几条道路成了停车场
株洲市天元区小湖塘路、建业路、安业路、

湘春路都是仅有两车道的小马路，然而，这几
条道路左右两旁始终停满了私家车、 货车，大
部分车辆在此过夜或长期不动，行驶车辆只能
从乱停的夹道中穿行，如遇会车，就经常堵塞。

小湖塘路、 建业路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好几年
了，湘春路、安业路刚修好就出现了乱停乱放
现象，导致这几条路经常严重堵塞。本来指望
这几条路修好后，能缓解其他几条主干道的交
通压力，没想到这样一来，其他几条主干道堵
车严重的情况依然无任何缓解。如果再任由车
辆随意停放，将会形成恶性循环，助长车主不
守规矩。在此，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还周边
居民一个有序规范的交通环境。

一市民
·机场停车收费每天100元合理吗
2月5日大年初一的上午， 我在黄花机场

停好车，乘飞机去旅游，当时看到收费牌上面
写着过夜停车收费每天50元， 我于是把车停

在了T3。到2月9日凌晨，我回来开车，出口时
显示我停车3天零15小时，收费356元，我当时
找他们理论， 收费应该是每天50元， 怎么变
100元了？他们说我的车应该停在T4。长沙市
规定停车场收费最高为每天50元， 黄花机场
100元一天的收费合理吗？

胡兵
·请求小学不要频繁更换老师
衡阳市蒸湘南路小学每学期换老师，每

次换的老师又都是临时工，教一学期就走了，
这样做对孩子极其不负责任。 在换掉孩子们
熟悉的老师面孔同时， 也换掉了他们对学习
的积极性。

一家长

编辑同志：
我们是冷水江市的管道天然气用户 。管

道天然气使用安全方便， 已逐渐惠及我市众
多住宅小区。但是多年来，我市的天然气开通
和使用费一直居高不下。 我市居民生活用气
最低档每立方米要4.3元， 而毗邻的娄底市每
立方米只要2.79元。天然气是居民的基本生活
资料，为何两地之间售价如此悬殊？

李旺

记者追踪：
近日，冷水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回复说，冷

水江市的天然气售价确实要比邻近的娄底市
高出许多，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该市居民使用的管道天然气，是用
天然气槽车从重庆涪陵、 广西北海等地运输
到冷水江毛易镇天然气站的液化天然气，然
后通过LNG气化设备气化成为常温下的气体

气源供居民使用。而娄底、长沙等地用的是国
家“西气东输”工程的管道运输气体。前者比
后者的气价成本要高。

第二， 冷水江市是新开的管道天然气用
户，没有存量气指标，用的都是增量气。娄底、
长沙、岳阳、湘潭等地管道天然气开通较早，
有存量气指标。根据现在的价格，增量气每千
立方米要比存量气高880元。

第三， 娄底主管运输到充气站的距离比
冷水江市短，用户也多，气价运送成本和经营
成本都低一些。

第四， 娄底天然气居民销售价格实际售
价为每立方米3.66元， 财政每立方米补贴了
0.87元。

另外， 居民关注的天然气开通费居高也
是有原因的。娄底城区有10万户用户，且比较
集中，而冷水江市城市小，用户仅5千户，天然
气主管网和庭院支线管网投资成本较大，因

此， 娄底市燃气庭院管网和室内管道安装费
比冷水江市低。依据湖南省、娄底市有关文件
规定， 冷水江市燃气庭院管网和室内管道安
装费为每户2380元， 这也和周边兄弟县市的
收费标准差不多。

冷水江市发展和改革局表示， 该局将加
强对管道天然气价格的管理和价格检查，督
促燃气供应部门在收费上按价格主管部门核
定的标准进行，如有违价行为，将按《价格法》
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向社会和媒体曝光。
下一阶段，该局将报请市政府同意，召开价格
听证会，对全市管道天然气价格进行调整。

近年来，记者确实接到不少县（市）居民
关于同气不同价的投诉， 价格高的原因也与
冷水江市相类似。对此，居民强烈呼吁政府加
大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让县（市）居民也能
早日用上价廉物美的管道天然气。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呼吁建议

县（市）居民渴望早日用上廉价天然气

微言微语

编辑同志：
沅陵县境内垃圾露天焚烧现象严重，

从筲箕湾镇到沅陵县城的省道公路线旁
边， 每隔一两公里就有一个简陋的垃圾露
天焚烧点。 盘古乡到冷水溪的乡道旁的一
个垃圾焚烧点， 每天浓烟滚滚地焚烧着各
种生活垃圾， 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和周边
居民的身体健康。

一居民

记者追踪：
2月20日，沅陵县爱卫办对此回复称，

沅陵县由于地域广阔， 垃圾集中处理难度
大，目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城区及城郊乡
镇采取集中无害化填埋处理； 边远乡镇因
无法采取无害化处理， 主要采取分户分类
或焚烧炉焚烧处理办法。 因管理或责任心
的问题，一些农户垃圾分类减量不到位，导
致集中垃圾量大，焚烧垃圾多，造成一定污
染。今后他们将按照分类减量、小炉焚烧、
源头保洁、废物利用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农
村环卫保洁工作， 尽量减少垃圾的集中处
理量。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焚烧垃圾
影响乡村空气质量

强制村民捐款 庆典大操大办
仁和村的做派招人怨

编辑同志：
2月11日，我在宁远县汽车站售票厅购

票前往惠东， 车票显示出发时间为9时整，
并有车牌号、 座次等信息。 因春运交通繁
忙，该车次延迟到11点30分左右发车。该线
路班车当日共有两辆，另一辆出发时间为9
时50分，也同样晚点，当时晚点时间不明。
因车站工作人员并未引导乘客验票上车，
发车后，后一班次的乘客也进入了我们9点
出发的班次车内， 致使我们班次的部分乘
客无法上车入座。在这种情况下，车站验票
人员不但未要求后一班次的乘客下车，反
而协同司机及班车老板任由两车人员混坐
出发， 使得本该上车的我又等待了近两小
时后，才于下午1时30分左右搭上后一班次
的车辆。

在夜间零点时分， 班车接近我要去的
目的地时，更让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了：车票
上明明印有我要到的目的地， 可司机和乘
务人员竟以只有我一人去该地为由， 拒绝
将我送到目的地。我不同意，他们就表示愿
意出20元钱请我自行由惠州汽车南站打车
去惠东县城。春运期间，又是半夜时分，我

打到车的几率极小， 且滴滴打车两地行程
预估费用为150元左右。我要求他们支付全
额打车费用，可他们拒不答应，最后，我被
迫拿了60元下车。

宁远县汽车站班车管理如此混乱，严
重侵害了乘客权益，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一乘客
记者追踪：

2月19日，宁远县汽车站回复说，该站
领导高度重视此投诉， 现已对该惠州班线
作出了相应处罚， 也对该车司机和乘务人
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今后将严格加强管理，
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尽最大的努力让
每一位旅客旅途愉快，安全到达目的地。

现在很多公路客运线路发包给私人运
营，一些车站的监管投诉通道形同虚设，致
使损害乘客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车站对
班车的考核机制不能光停在纸上， 要严格
按制度办事， 对侵害旅客权益的班车及相
关人员要严肃处理， 性质严重的应当停止
其运营资格，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客运
服务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站内管理混乱 班车中途甩客
宁远县汽车站怎能如此对待乘客

春节期间
有人以舞龙（狮）为名堵车要钱

莫让共享
成“共弃”

2月20日，长沙市雨花
区石坝路（马王堆路以西
段），成堆的共享单车令人
触目惊心。 该路段南侧约
50米长的人行道上， 共享
单车被堆有五六百辆之
多。 这些单车近段时间被
人运到这里， 不仅影响了
道路的通行和市容市貌，
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和共享单车
营运商加强管理， 莫让共
享资源随意浪费。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