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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取名岂能太“任性”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王振亚

“叫了个鸡”“卤个锤子”，这样的
店名，你见过吗？当下不少商家为了
吸引顾客、招揽生意，频频在店名上
做文章， 有的店名另类甚至奇葩，在
吸引顾客眼球的同时，也招来人们颇
多非议，有的甚至让人感到“视觉污
染”。 人们呼吁对店铺名称进行规范
管理，不能让店铺取名太“任性”。

另类店名真不少

“妈妈， 你看， 这个店子怎么叫
‘卤个锤子’！”日前，一名小朋友指着
长沙市蔡锷北路一家卤菜馆的招牌
对妈妈说。提起这个店名，从门前经
过的不少市民都觉得名字取得有个
性或者说另类，让人容易记住。记者
调查发现，类似这样的另类店名在各
地还真不少，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
边有一家以甲鱼为特色的饭店，招牌

“王八大院” 异常醒目， 让人过目不
忘。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类店名不
雅，甚至粗俗。

为引起人们注意， 通过改造成
语、熟语或利用谐音取店名的比比皆
是，“布+思索”“小肚饥肠”“衣衣不
舍”“食全食美”就是此类，顾客看后
大多笑笑而已，但有些店名却让人笑
不出来甚至产生不好的联想。 比如，
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一家夜宵店取
名为“欧记饭醉集团”，“饭醉”看上去
没什么，但念起来却与“犯罪”谐音，
而这种谐音，感觉是故意为之。无独
有偶，长沙县泉塘街道有家餐馆的名
字也叫“饭醉了也”。

记者发现，当下开店的有很多是
自主创业的年轻人，为了彰显个性甚
至故意把店名取得很另类，以勾起顾
客的好奇心。“欧记饭醉集团”斜对面
的一家烧烤店，名为“老板不在”。长
沙市王府井百货附近的一家服装店，
除了将黑色作为装修的主题色，还将
店名定为“黑店”。

记者走访发现，之前早已被媒体
曝光的店名“叫了个鸡”在长沙市仍
能看到。2017年3月，“叫了个鸡”因
为宣传用语违背《广告法》， 被罚款
50万元， 但在开福区德雅路34号仍
有一家炸鸡店使用该店名。

一些店铺名证不一

为店铺取一个新颖别致的店名
无可厚非，但当店名变得另类甚至奇
葩，真的好吗？记者就此随机采访了
几位市民。对于商家取的店名，市民
褒贬不一，有人赞成，也有人认为此
种做法欠妥。市民李女士见过不少新
鲜搞怪的店名，她认为，一个好的店
名能让顾客过目不忘甚至产生进店
消费的冲动，当下的市场竞争异常激
烈，可以理解商家靠店名博取眼球的
行为。

而持反对意见的市民，大多认
为有些商家取名太过低俗、 庸俗，
甚至严重污染视觉。宋女士是一位
小学教师，她对街头上出现的谐音

店名十分不喜欢，认为这类店名篡
改了成语、俗语、熟语，不利于语言
健康发展，容易误导孩子们。有的
谐音店名就更加引起人们反感，如
把“饭醉”作店名，念起来就很不像
话，把“犯罪”这样严肃的字眼玩笑
化，影响太不好。

同时，记者也发现，店名很另类
的店铺，往往存在店名和营业执照或
者经营许可证上的名字不一样的现
象。开福区的“叫了个鸡”，经营许可
证上的名字是某小吃店，“王八大院”
被批准的名称是“王捌大院”。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个体户采取了加
盟的方式开店， 二是商家擅自变更。
而据《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
法》 第五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决定
使用名称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出申
请，经核准登记后方可使用。一户个
体工商户只准使用一个名称。”

店名不可违背公序良俗

人有人名，店有店名，一个好的
店名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能让店铺锦

上添花，甚至吸引更多顾客，带来无
限商机。但是店名也是展示城市形象
和市民素质的窗口， 不应该任性乱
取，更不可逾越法律底线。

《广告法》第九条规定，广告不得
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和“含有淫秽、色情、赌博、
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的情形。
《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
定，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
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
标使用。《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第九条则规定， 企业名称不得含有
有损于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和文字， 不得含有可能对公众造成
欺骗或者误解的内容和文字。《个体
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 第十一
条也规定， 个体工商户名称不得含
有有损于国家、 社会公共利益的内
容和文字， 不得含有违反社会公序
良俗的内容和文字。

长沙市坡子街市场监督管理所
一位工作人员称，店名和注册登记的
名字必须一致。不过记者也发现，《个
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虽明确

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不予
批准登记的情形，但没有具体规定个
体工商户违规使用店名的相应法律
责任条款，使得执法部门执法时底气
不足。再者，对于一些没有办理相关
营业手续便打出招牌的小店在监管
方面也存在一定难度。长沙市城管局
广告处一位工作人员称，2017年出
台的《长沙市户外招牌设置导则》已
对招牌、店名进行了规定，发现不规
范和会给市民造成“视觉污染”的店
名将依法通知商家拆除整改。市民若
发现奇葩店名，也可向市场监管局和
城管局进行举报。

有关人士表示， 制止“奇葩”店
名，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也需要相关
部门联合执法，进一步规范商家的取
名行为，对违反规定擅自改变核准登
记的名称、使用违背公序良俗的低俗
恶俗名称的， 应让其承担法律责任，
自食苦果。同时，尽快进一步完善名
称登记系统的禁限用规则，在登记业
务系统中增加相关禁限用词的校验，
过滤掉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会产生不
良影响的名称用词。

快递婚纱发错地址
申通拒绝承担责任

编辑同志：

我于6月17日通过石门县申通
快递公司发了个快递至北京， 货物
是我女儿从北京一家婚纱公司租赁
的婚纱。当时快递公司口头承诺，货
物3天可以送达。 可6月20日中午12
点多我女儿查询得知， 这件货已发
往上海，而6月22日北京有一对新人
正等着使用这件婚纱。

我与石门申通联系， 他们说无
法解决。我连忙打申通的投诉电话，
客服告诉我，是因长沙公司分错件，
而将发往北京的货发到了上海，该
货已于6月20日11点31分装车由上
海发往北京，同时告诉我，要找当地
申通公司解决问题。通过一番周折，
我找到了石门申通公司一名负责人
的电话，他说，这件货按当时正常进
程是21日晚上到达北京，22日到达
收件人手中， 但他们会积极想办法
让货尽快到达， 但不确定什么时间
能到， 要我们与婚纱公司联系准备
备选方案， 我们马上将情况告知婚
纱公司。

婚纱公司急忙与客户联系协调
备选方案， 但结婚是人一生中的大
事，出现如此变故，北京新人一家非
常气愤， 不接受婚纱公司的备选方
案，要求退单，并索赔。由于申通公
司分错快件，婚纱公司损失了1万多
元钱， 婚纱公司要求我女儿连带赔
偿2980元。 我要求申通承担这笔赔
偿金，但对方认为自己没责任，拒绝

支付这笔钱。
杨清

记者追踪:
7月10日， 记者致电石门申通

公司一名负责人，对方解释说，按照
正常情况， 客户从石门发往北京的
货物3天可以到达。但因为此快件在
长沙分发时被错派到了上海。 该公
司了解情况后积极进行了处理，并
在21号将货物送达到北京。 该公司
认为，此货物并未丢失，而且按规定
货物超过7天未送达才算延误。客户
的这个快件并未提出特殊的加急要
求。尽管派单地址弄错，该公司也没
有责任承担这2980元损失，最多象
征性补偿几百元。

记者就此咨询了湖南海天律师
事务所李春光律师，他认为，婚纱是
特定物品，有它的特殊用途。如果快
递公司承诺3天可到达（口头承诺也
受法律保护），结果却未履约，特别
是还出现派发错误，造成他人损失，
快递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今物流、快递深入人们生活，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延误、损
毁甚至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事
发后争议不断， 有关部门要对客
户投诉依法及时处理， 也建议客
户在投递时要根据情况对货物作
出加急、保值等特殊要求，减少不
必要的纠纷。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应宇

金江乡期盼幼儿园
编辑同志：

我是邵阳县金江乡枇杷村一
名返乡创业者 ，2014年随老公回
老家至今已有五年 ， 深感农村生
活的不易 。 好在前几年情况有所
改观 ，政府在金江乡搞建设 ，修了
路建了房 ，也建了中学 、小学 ，可
就是没有设立幼儿园 。 原先有所
幼儿园建在枇杷村小学 ， 因无幼
师而停办多年了 ， 金江乡大量的
3-6岁幼儿无法就近上幼儿园 。
二胎放开后 ，全乡幼儿不断增加 ，
可幼儿园建设仍没有消息 。 我也
咨询过邻近镇上的幼儿园 ， 尽管
道路已修成双向车道 ， 却无一家

愿意来我乡接幼儿上学 。 要由父
母陪同去附近镇上上幼儿园 ，但
租房要钱 ，生活要钱 ，幼儿园学费
一期还要两三千 ， 本来就没有什
么经济来源的村民 ， 拿什么供小
孩上幼儿园 ?

我很困惑，上级政策说：“一乡
至少一所公办幼儿园”、“村村可以
联合办园”。 为何金江乡连一所幼
儿园也没有?相关部门怎能把这儿
的幼儿教育给遗忘了?

艾新

记者追踪：
日前，金江乡政府回复说，金

江乡是水库移民乡，只有3个村，
人口稀少， 目前有一所中学和小
学，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乡政府正
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当地幼儿入园
的困难：利用枇杷教育点为基础，
积极向上级争取公立幼儿园办
班， 并积极引进外地优秀幼儿园
到本地办班， 解决该乡幼儿入园
难的问题。

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水库移
民搬离故土 ， 本来就做出了牺
牲 。 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关注民
生，早日解决金江乡幼儿入园的
难题。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农村水渠破损谁来修缮
编辑同志：

湘潭县石潭镇兆托村宋家湾组
因灌溉水渠近十年未整修过， 破损
严重，百余亩粮田已无水灌溉。组里
村民多次向村里及上级有关部门领
导反应，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水渠
没有修好，庄稼就难有好收成，若遇
洪水和旱灾， 百亩粮田就更不用说
了。望有关部门能及早修缮渠道，解
决良田灌溉问题。

一村民

记者追踪：
记者从湘潭县石潭镇政府了解

到，收到村民反映的情况后，石潭镇
政府迅速进行了调查， 该组水渠属

村级宋家湾村民小组管理， 按照现
行的“谁受益、谁负责”和“以奖代
投”原则，村委会安排了3万元资金
用于维修该水渠， 不足部分由受益
组内村民自筹解决， 但受益组村民
不愿意自筹， 故该水渠一直无法开
工建设。

水渠是农田灌溉的重要设施，
近年来， 不少农村的水渠由于管理
不善和后期缺少维护都失去了灌溉
功能。 要想把农村的水利设施完善，
还需多方合力， 不仅村组集体要出
资，受益的村民也要出资出力，政府
对此也应该有一些政策扶持措施，以
调动村民兴修水利设施的积极性。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幼儿园收取高额毕业照相册费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幼儿园学生的家长，
株洲市天元区幸福泉幼儿园以毕业
班要拍毕业照为由， 与外面的影楼
合作乱收费，向每位小朋友收取500
元的毕业照相册费。家长如不交500
元相册费， 幼儿园将不提供小朋友
的毕业合影。

一家长

记者追踪：
对此， 株洲市天元区教育局回

复称， 该园毕业班共有63名幼儿，

收取了每人500元制作相册费用(大
部分孩子是自愿参加)，区教育局已
责成幼儿园将所收取的费用退还给
家长， 幼儿园也承诺将收取的费用
退还家长， 并停止统一拍照制作相
册的行为。

近年来， 各学校和幼儿园的
毕业班开始流行请专业拍摄团队
拍摄价格不菲的毕业影集和毕业
小短片， 但一定要遵循完全自愿
的原则， 不可增加学生家长的负
担。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苏仙区办契税还需提高效率
编辑同志：

6月28日下午， 我到郴州市苏
仙区政务中心办理契税，办证窗口
开了60号和61号，有一男一女两名
工作人员，但实际上只有60号一个
呼叫器在工作，两个人类似于流水
作业，办一个业务要15-20分钟，不
急不慢，还接电话 ，时不时起身离
开拿东西之类的，一个小时下来办
了可能不到5个业务。16时35分，女
工作人员先行离开，男工作人员说
她是生病请假先走了，但还有十几
个人在等待办理业务。后来男工作
人员又遇到了电脑死机，正好旁边

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个二手房
过户的业务要优先办，男工作人员
就对等候的人们说，办这个过户要
半个小时，办完他就下班了 ，要后
面的人不等了，下周再来 。还说下
周早点来 ，8时30分就可以取号 ，9
点上班 ，10点钟以后就不要取号
了，当天肯定轮不到 。当时叫号大
约是到了52号，其中至少还有十几
个不愿意等的弃号走了。按照男工
作人员的说法，他们一天也就只能
处理40多个号，这样的办事效率真
不敢恭维，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管理
的问题呢？ 一读者

记者追踪：
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了郴州

市苏仙区政务服务中心，该中心回
复说，苏仙区税务局针对网友反映
的情况及时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
自查整改， 具体整改措施如下：一
是通过调取监控录像核查工作人
员是否有违反工作纪律行为，一旦
查实将严肃问责；二是采取增派人
手、开通延时服务等措施提高业务
办理量； 三是进一步精简流程、减
少资料，提高业务办理速度，切实
优化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我的补录名额是否被人取代了
编辑同志：

我是常德市鼎城区一名学生家
长， 女儿今年中考报考了湖南第一
师范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前几天女
儿的学校中午通知我女儿， 说她符
合补录资格，我们高兴不已，可到了
下午， 又通知说该名额已录取了别
人。我们一家陷入深深的失望，特别
是孩子遭到很大打击。

补录怎能如此儿戏？ 我们怀疑
有人抢走了我孩子的补录名额，请
有关部门给个说法。

一家长

记者追踪：
记者将此投诉反馈给了鼎城区

教育局，7月11日，该局调查后回复
说，该区2019年公费定向师范生招
生计划共55个，报名的有403人，中
考成绩公布后， 符合条件的考生先
后有27人放弃了入围和递补资格
（按考生中考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分院校、 分专业进行了依序递补）。
为尽快落实递补工作， 该局委托各
相关学校充分征求了有可能递补的
考生及家长的意愿， 并要求所有放
弃入围资格的考生提供了一份放弃
公费定向师范生资格的声明， 待收
到声明后，再明确递补，并由学校正

式通知递补考生。
投诉人的孩子周某填报了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的英语专业。该
区该学校该专业的招录计划为3
人，报考人数为28人，周某排第六
名。因前三名中的第二名、第三名
陆续放弃了入围资格， 该局委托
相关学校征求了有可能递补入围
的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的考生
及家长的意愿。 经学校和家长反
馈后确认第四名、 第五名考生没
有放弃递补资格， 最后依序递补
了第四名、第五名考生。周某未能
递补，当天下午学校已向学生家长
反馈了未能递补的信息。

鼎城区教育局表示： 此次招生
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55
名学生名单于7月9日在区教育局
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也上报纪检组
进行了备查。 如果考生及家长对学
生中考总成绩或者递补工作有质
疑，可申请核查。

招生工作事关学生人生大事，
有关部门除公开公正外， 工作一定
要做细， 如果学校通知投诉者时说
得清楚一点， 就不会引起家长和学
生的误会和难受。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应宇

� � �·常宁有人半夜疯狂电鱼
近段时间， 常宁市江河镇到近尾洲

镇的湘江河段，从凌晨开始，经常有电鱼
船在江中活动，最多达6艘，排成“一”字
型队伍沿近尾洲电站一路向松柏方向前
进，有时候一直电鱼到天亮。电船过处，
对鱼类的损害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希
望渔政部门采取措施， 严厉打击这种违
法行为。 一居民

·巽公坡村盼望有套篮球架
我是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巽公坡

村人，巽公坡村也算是人口大村。放暑假
了，小朋友们都回到乡下，但只知道看电
视、玩手机，我本想组织孩子们每天打打
篮球，锻炼一下身体，无奈村小学空有一
操场， 却没有篮球架。 一套篮球架不算
贵，1至3千元左右，不少村都有，为什么
我们村没有呢？ 如果有关部门不能配的
话，能否麻烦镇、村干部在村民微信群里
面发个倡议，大家凑钱买一套，我愿意出
200元。 一村民

·渣土堵死水井谁来管
我是娄底市娄星区黄泥塘办事处东

来村村民，我们村里有一口水井，因为涟
钢热处理板厂的热处理二期工程施工不
规范，大量渣土流失到了水井旁，把原本
流水出去的通道给堵死，水井、菜地都被
淹，无法使用。村民向村里、黄泥塘办事
处多次反映均无人处理， 有涟钢工作人
员来看了一下现场，也是不了了之。

谢先生
·大羊村路灯损坏长久不修
邵东县堡面前乡大羊村路灯有部分

损坏，时间长达2个月，给村民生活带来
不便，甚至存在安全隐患，村民多次向村
干部反映，但都没有结果，请主管部门及
时处理。 罗先生

微言微语 呼吁建议

漫画/傅汝萍

唉， 都是些
什么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