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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领结婚证是人生中一次重要而
喜庆的经历。 然而，临澧县一些新人
反映：他们在办理婚姻登记时，本来
只要两张照片、9元钱就可以搞定的
事， 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花了几百元
冤枉钱，让他们叫苦不迭、愤慨不已。

新人投诉： 婚姻登记
收费项目繁多

临澧青年小李向本报反映了自
己办理结婚证时遭遇的乱收费经
历：

9月26日，他和女友去办理结婚
证，进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交
了9元国家规定的工本费后，工作人
员让他们去隔壁的红花轿婚姻服务
中心照相，并要求他们交了88元。 照
完相后， 工作人员又告知要举行简
单的仪式，主要就是夫妻宣誓，并进
行录像。 录像完成后，服务中心给了
他们一个小光碟、 一个结婚证珍藏
盒 、一本书 ，书名叫做 《婚前婚后实
用手册》，要他们再次交158元。 交了
钱后， 才拿结婚证到登记大厅盖钢
印。

整个收费过程， 工作人员未进
行任何的解释， 也未出具任何的财
务收据。 办一个结婚证，他们总共花
费了255元钱。 小李觉得这太不合理
了： 办结婚证国家明明规定只能收
取9元工本费，怎么又冒出这么多的
费用？ 他呼吁有关部门查处这样的
乱收费，为新人减轻负担。

民政局： 多收的费用
是新人自愿的

9月26日下午，记者就此事电话
采访了临澧县民政局。 该局婚姻登
记处胡主任表示， 民政局是民政主
管单位， 红花轿婚姻服务中心是做

婚庆服务的商
家 ， 二者并无
隶 属 关 系 ， 红
花轿服务中心
的注册登记和
管理都归工商
部门负责。

对于婚姻
登记 ， 胡主任
解释了他们的
大致流程，先是初审，由婚姻登记大
厅工作人员审查申请人的身份证、户
口本等证件。如符合国家相关婚姻登
记规定，就发放婚姻登记表，由申请
人填写， 结婚登记申请表一份收费9
元，这是国家明文规定的。然后，再由
工作人员审查婚姻登记表， 如无误，
就打印出结婚证，由申请人提供结婚
登记照，再盖上钢印，申请人就可领
取结婚证了。

就读者投诉的情况，胡主任解释
说，有些申请人并未携带结婚登记照
片， 就到附近做婚庆服务的商家拍
照， 这是申请人和商家之间的事，做
什么项目，收费多少，都是他们协商
的结果，与民政局并无关系。

记者现场暗访了解情况

新人真是“自愿”交费的吗？投诉
者质疑说：既然是自愿，为什么当时
办证时工作人员不告知我们呢？由于
婚姻登记中心和红花轿婚姻服务中
心紧挨在一起，新人们都以为婚姻登
记中心和红花轿婚姻服务中心就是
一家。为了解事情的真相，9月29日下
午，记者来到了临澧县民政局进行暗
访。

记者看到，临澧县民政局的婚姻
登记中心和红花轿婚姻服务中心同
处一栋楼，仅隔一道墙壁。 下午3点，
婚姻登记处的大门刚一打开，就有六

七对新人前来登记。 新人们依次排
队， 领取表格， 填好表格后交给大
厅的工作人员 ， 并交了9元的工本
费。 记者听见一名工作人员说要相
片， 没有的到隔壁去照。 有一对新
人递上自己准备好的相片，却被告知
“不合格”要求重照。大厅里一名穿白
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后从登记处胡主
任口中得知为红花轿服务中心的人）
专门引导新人到隔壁的红花轿婚姻
服务中心。

新人们被带到一个登记台前，要
求交88元钱，有新人质疑照相为何要
收这么多钱， 对方只是说还有盒子、
书。就这样，新人陆续到隔壁照相、交
上数目不菲的钱。进行所谓“自愿”的
消费后， 再回到登记大厅领取结婚
证。 只有一对新人例外，他们在一名
与办证人员很熟的男子帮助下，没有
到隔壁去接受“自愿”服务，很快就领
到了结婚证。

本来， 记者还想作进一步的观
察，但红花轿服务中心一名蓝衣女子
对记者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她马上跑
到办证大厅，和婚姻登记处的胡主任
嘀咕起来。 随后，当记者进入民政局
办公楼时，她又尾随过来，大声质问
记者是干什么的。

记者亮明身份后，向胡主任明确
表达：登记中心与红花轿婚姻服务中
心之间关系太暧昧。 胡主任只是表
示，今后他们将改进工作方式。

婚姻登记与婚姻服务
要严格区分

民政部《关于严格制止借婚姻登
记乱收费的通知》明确要求，婚姻登
记机关必须和婚姻服务机构严格“分
家”， 婚姻登记与婚姻服务要严格区
分，必须在人员、场地及收费上完全
分开，禁止人员混用、场地交叉、收费
混合的现象发生。婚姻服务机构必须
在明显处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
价格管理部门批准收费的文号，明示
所有收费服务均为当事人自愿。

可记者在临澧县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的所见所闻， 却感觉到县民政
局婚姻登记中心与红花轿婚姻服务
中心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也没有看
到除9元工本费外其他服务收费为自
愿的提示， 尽管两者场地是分开的，
但由于紧挨在一起， 双方关系又如
此密切， 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是一
起的。 其实就是打了有关规定的“擦
边球”。

难怪群众对此质疑说：如果两者
没有合作关系，临澧县婚姻登记处怎
么会允许红花轿婚姻服务中心公然
在登记处进行赢利性服务呢？如此高
的照相及服务费用到底肥了谁？他们
强烈呼吁上级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
施，斩断那条看不见的利益链，让群
众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实惠。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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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遭遇
被“自愿”收费

●邵阳： 电视购物欺骗
消费者

1518091xxxx：我是邵阳市民。
今年9月， 通过电视购物在北京婷
美总部购买了两套冬季的减肥内
衣，价格为498元。 但他们发给我一
套夏季的内衣，收货当天 ，他们的
售后服务电话还有人接，当时也同
意再发两套冬装给我，但我一直没
有收到。再打售后电话不是占线就
是无人接听，希望广大消费者不要
再受这家电视购物的欺骗。

●隆回 ： 新龙村饮水
成问题

1507391xxxx： 隆回县小沙江
镇光龙村2005年因为受泥石流灾
害，政府为此建设了新龙村 ，上百
户家庭搬迁至新龙村 ， 政府承诺
水、电、路三通。然而电、路已通，可

水的问题成了难题，建的水井年年处于干
旱状态，5年来，村里上千口人要到1里外的
一口井担水用。

●澧县： 电梯检验合格后为何
依旧问题频发

1536141xxxx： 澧县财富广场F区2号楼
的电梯时不时出问题， 经常高空陡然滑落，
甚至还有乘客被夹住脑袋。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就此回复说， 该电梯2011年7月14日经常
德市特种设备检验所检验合格。但是为什么
刚检验合格，8月26号就连续滑落、 夹人、关
人？ 现在，物业与开发商都在互相踢皮球。

●长沙： 第一师范东方红校区
寝室长期没水用

07318841xxxx： 湖南第一师范东方红
校区从2009年开始，寝室就不定时停水。刚
开始白天还有几个小时有水， 晚上12点之
后也会来水，但本期开学以来，白天已经完
全没水了，晚上居然也没水，都已经连续好
几天没听到水声了。学生宿舍楼一共7层，3
楼以上完全没水用，这种整天没水的日子
已经到了学生能忍受的极限了。 找学校，
学校说管不着，宿舍食堂都归嘉泰物业管。
可是我们从物管处永远都只能得到三个
字：不知道。

本专栏编辑 田燕

漫画/图盈网

编辑同志：
我居住在长沙市，经常要搭乘

从王府花园到火车南站的101路公
交车。 但每天下午最需要坐车的6
时到6时30分， 我在曙光路口站总
等不到由东往西的101公交车，6时
30分后有时又连续来几趟。 请调度
人员调整一下发车时间，别让乘客
等得很难受。

一读者
调查附记：

记者就此事向湖南巴士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回
复说 ：101路是从碧沙湖开往德汇

路口 ，线路单程13公里 ，高峰发车
间隔为4至5分钟。 由于101路所经
梓园路的道路两旁未实行禁停 ，
梓园路本来狭窄的道路 ， 两边停
放大量社会车辆后 ， 道路通行能
力大大下降， 经常发生严重堵车。
另外 ， 由于目前长沙火车站前的
车站路正在修建地铁站 ， 而车站
路的车辆流量相当大 ， 车站路也
是天天发生严重的堵塞情况，故而
导致行车间隔不正常。 由于长沙市
解决道路拥堵的情况尚需时日，敬
请乘客谅解。

本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从安乡往益阳方向的陆家渡

大桥桥头 ， 每晚都有路政人员值
班。 虽然桥上写着20吨以上的大货
车不能过 。 但路政人员会跟司机
说， 表示表示， 掏100元钱就可以
过，不表示就只能停在那里。 我每
天从这里过，天天都这样。 他们一
晚该收多少钱 ，又没开票 ，钱全落
在私人手中。 请有关部门查查。

一司机
调查附记：

9月29日， 记者来到常德市公
路运输管理局， 一名负责人说，接
到投诉人反映情况后，该局由局纪
委牵头，组织相关人员作了调查和
核实。 据查，安乡公路局陆家渡大
桥管制点管理人员谭某确有收受3
包黄芙蓉王香烟并放行限行车辆。
谭某违规违纪行为纯属个人行为，

但此事影响坏，不仅损害了公路局
的形象，而且影响了常德市经济发
展环境。

为教育单位和本人， 经局党委
研究决定， 对安乡公路局陆家渡大
桥管制点违规违纪行为作如下处
理：一、安乡公路局局长、分管副局
长负有领导责任， 向市局写出书面
检讨， 在市局召开优化经济环境会
议点名批评。 二、安乡公路局陆家渡
管制点第四班班长祝某对本班人员
管理不严，负有直接责任，撤销班长
职务。 三、对违规违纪人员谭某给予
行政记过处分，并下岗6个月，在待
岗期间拿基本生活费， 同时调离交
通管制点。 四、对安乡公路局陆家渡
大桥管制点违规违纪行为通报全
局。 五、责成安乡公路局对陆家渡大
桥管制点进行整顿。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陆家渡大桥
有人强收“买路钱”
常德市公路管理部门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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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信回复

编辑同志：
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原本

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是全省粮
食生产示范基地。可几年前金源稀
土厂搬到这里后，灌溉着该乡大部
分农田的新河， 原本水清鱼跃，现
在成了一条臭水沟。

稀土厂从选址至今， 当地村民
一直上访， 结果是稀土厂的年生产
量从100吨猛增到了500吨。 据了解，
建稀土厂最大的难题就是环保。 金
源稀土厂环保措施不过关， 对这儿
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产生的有
毒废渣长期危害着笔架山乡的村
民。 恳请有关部门解决我们的环境
难题。 笔架山乡村民
湖南日报社：

益阳市赫山区金源稀土厂于

2002年6月建成投产。 今年因厂区
渗漏废水，污染了作为农田灌溉水
源的欧满塘水体，被责令全面停产
整改。 经调查，该企业环保投入不
足，环保设施不全。 如生产废水处
理工艺为多级沉淀后酸中和，未对
废水中的COD、磷等进行处理。 企
业环保意识不强，环境管理措施不
到位。 如放射性环境管理制度、应
急预案不完善， 未划定控制区；生
产设施、管道未及时检修 ，造成废
水渗漏，致使碱性废水对地表水造
成影响； 放射性废渣未及时处置。
由于近几年来生产性废渣未找到
出路，被迫长期暂存渣库内 ，储量
已达到5000吨左右，给周边环境带
来了一定影响，也给群众造成了一
定的恐慌。

针对金源稀土厂存在的问题，
省、市两级环保部门及当地政府非
常重视 ： 责成该厂恢复欧满塘水
体其环境功能 。 赫山区人民政府
将其列入限期治理单位 ， 全线停
产治理 。 市 、 区两级环保部门上
报已将其列入污染物排放国控重
点企业 ， 并进行每季度一次的监
督性监测 。 对废渣的处置已联系
了江西一家有资质公司接收安全
处置 ， 并获得了江西省环保厅的
危险废物转入许可 ， 现该废渣正
在转运中 。 下一步 ， 将按照新的
行业准入条件要求企业通过上级
环保部门组织的核查 ， 若未通过
核查 ， 将按程序报请政府对其进
行关闭。

益阳市环境保护局

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回老家辰溪县城郊

乡安坪村 ，正赶上洪水泛滥 ，渡船
停运，从村里到县城过河坐车原本
只有10几分钟的时间 ， 因河水阻
隔，无法通行。 这样的情形已是多
年了 ，一到涨水季节 ，全村2000多
人无法出行， 小孩不能正常上学，
病人无法正常就医，位于村里的煤
源公司也无法正常进行运输。

据了解，该村2005年由国家立
项修建了水泥公路，同时立项的还
有一个“渡改桥”项目，但这个项目
至今未能落实 ，村民迫切希望 “渡

改桥 ”工程尽快上马 ，解决村民的
出行难题。

谢圣远
调查附记：

9月19日， 记者采访了辰溪县
交通局一位姓王的负责人 。 他介
绍说 ， 这座桥虽然立了项 ， 但一
直未批下来。 该县从2003年至今，
上报立项的有近40座 “渡改桥” 项
目，但目前只完成了9座，主要是资
金不足。 安坪村的“渡改桥”项目，
只能看能否在 “十二五 ”计划期内
争取了。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安坪村何时能够“渡改桥”

编辑同志：
我叫欧阳建国，系湘乡市望春

门办事处居民。 1976年至2008年，
我在原湘乡市运输公司做工。 2008
年， 公司被万里行运输公司收购。
2009年9月， 因年岁已高， 体弱多
病，我被万里行运输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 ，至今无固定职业 ，无稳定收
入来源。 加上本人患有多种疾病需
要治疗，生活十分困难。

由于原单位被收购，我们的个
人档案均被转入原湘乡市运输公
司的上级单位———湘乡市交通局。
为了失业保险一事，我和原单位同
事上访过湘乡市信访部门，得到的
答复是：需找湘乡市交通局。 两年
多来， 我们多次找湘乡市交通局，
可得到的答复是：失业保险名额有
限，需按年龄阶段依次申领。 但据
我所知，我们原单位40多岁的同事
都申领到了失业保险，而我今年53

岁了，体弱多病，四处求职无门，失
业两年多了，却依旧与失业保险无
缘。 在此恳求政府根据我的实际情
况，为我解决失业保险。

欧阳建国
调查附记：

9月20日，湘乡市交通运输局就
此回复记者说，根据《湘乡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破产改制企
业失业保险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
[2007]32号）文件精神，目前该市改
制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工作已落实3
批，现交通系统共计有400多人享受
失业保险金。 但由于交通系统有3个
改制企业， 共有改制置换人员2700
多人， 要求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人
很多，他们只能根据申领对象年龄、
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再就业等，分批
次解决。 针对欧阳建国的实际情况，
估计第四批就可享受。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我何日能享受失业保险

编辑同志：
我叫杨帆 ，今年50岁 ，下岗职

工，是永州市零陵区朝阳办事处老
路口社区居民 ，目前无房 ，患胃及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妻子42岁，四
级肢体残疾， 夫妻均无固定职业，
有一5岁女儿。 我们夫妻都是四五
十的人了 ，工作难找 ，好不容易找
到一份工作， 每月还要吃近300元
的药。 医生告诉我，我的病必须最
大限度地减轻工作和精神压力，接
受正规治疗。

我多次向社区领导申请低保，
都说同情 、帮助解决 ，但指标名额
有限，需继续等待。 有多少比我家
条件好的人都享受了低保，我家这
么困难为何不行呢？

杨帆
调查附记：

记者将投诉反馈给了永州市

零陵区社会救助局。 日前该局回复
说 ：他们接到投诉后 ，立即派专人
汇同朝阳办事处社会救助站人员
进行了调查 ，经了解 ，杨帆于2010
年和2011年两次向社区递交申请，
要求享受低保待遇 。 社区收到申
请后对其家庭进行调查 ， 两次入
户调查他们都不在家 ， 这次调查
也没有找到人， 并无法与其联系。
邻居说他们长期不在此居住，全家
可能在冷水滩区打工，长期住在冷
水滩区。

该局说：零陵区现在实行的是
经常居住地申报制度，如该同志长
住冷水滩 ，请本人持户口 、身份证
到零陵区民政局出具没有享受低
保的证明后，再到冷水滩区居住地
社区申报，他们将一并告知其具体
办理程序。

本报记者 欧金玉

我家为何不能享受低保

长沙101路行车间隔为何不正常

编辑同志：
我是永顺县灵溪镇一个普通居

民，说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次交通
堵塞事件，奉劝那些为赌气而影响大
家利益的人：这样赌气要不得！

永顺县灵溪镇一小校门前是一
个“丁”字路口，这里既是城区的交通
要道， 也是209国道过境车辆的必经
之路 ，车多人密路窄 ，交通本来就很
拥堵。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一辆准备

左转过桥进城的橘红色工程车，与一
辆途经小西门桥头直往龙山方向的
红色货车在此处相遇，一下子卡在了
那里。

这小小的会车，只要其中一辆车
退让一下 ，让对方先过 ，道路也就顺
畅了 。 此时正是下午上班出行高峰

期， 两辆车后都有车辆紧紧跟随，两
司机都以自己车后跟随的车辆多、退
让不便为由， 要求对方倒车让路，相
持不下。 被堵的司机、过路的路人都
劝两司机做出让步。 可两司机各不相
让 ，硬生生的杠上了 ，致使桥头堵塞
的车辆越来越多。 两名司机后来索性

熄火停车，等待交警来评说对错。 最
后还是由交警出面协调规劝，交通堵
塞才得以解决。

两司机为顺自己的一口气，在交通
要道上人为造成一场交通堵塞，过路行
人无不指责。而这样的事在一些地方经
常发生，笔者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行车做
到“礼让三先”，多一分忍让与宽容，减
少这种人为堵车现象的发生。

永顺县 吴晓敏

别因赌气堵塞了交通

益阳金源稀土厂污染环境
市环保局已责令停产整改

9月28日， 常德市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三样树村李富冲组， 一莫姓村民正在
建造3层楼房， 房屋加上院落、 菜地等需占地3亩多。 目前， 这个仅有24户的村
民小组， 正在修建的民居多达4栋， 严重破坏了公园的树木、 植被。 这种在国家
森林公园毁林建房的行为应予制止。 赵有强 摄

毁林建房
当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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