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8日，湖南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试区项目越野测试区建设工地，树木栽种已全部完成。该项目一期总投资
约20亿元，占地1232多亩，于去年9月启动建设。目前，各分区已基本建成，将于6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方茜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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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消费者有权对变相餐位费说“不”

去年10月1日，新《湖南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明
确规定： 餐饮业经营者应当明示
其提供食品和服务的价格， 不得
设定最低消费， 也不得收取或变
相收取餐位费。4月17日， 三湘都
市报记者调查发现，虽“餐位费”
在菜单上已踪迹难觅， 但仍存在
不将米饭价格写入菜单、 主动端
上桌却在顾客买单时算进账单、
甚至声称“没吃米饭也要收费”
“米饭费包括餐具使用费” 等现
象。（详见本报4月19日A03�版）

“餐位费”本属于行业性的“霸
王条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导致
了对消费者的不公，因此予以取缔

是合理的。但是，这一费用由于可让
餐饮经营获利不少，因此尽管已经
明令禁止，很多餐馆还是将其“改头
换面”， 以另一种形式变相收取。碰
上较真的消费者，可能会诉之法律
维护权益，然而更多的人或是因为
数额小而懒得追究，或是由于不知
情而糊里糊涂就被收取了几块到
几十块钱不等的费用。

目前一些餐馆和酒店以收取
“茶水费”、“米饭费”的形式，取代了
以前的“餐位费”，按餐饮经营者的
说法，“餐馆不使用消毒餐具的话，
就要雇人清洗餐具， 如果是翻台
率不高的店，就会增加经营成本，
因为提高菜品售价容易引起消费

者反感，所以另立名目进行收取。”
看起来似乎迫不得已， 但如果仔
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其实是
站不住脚的，消费者在餐馆就餐，
自然形成了一种购买—服务关
系， 消费者支付的费用已经包含
了包括洁净放心的餐具、 良好的
环境以及其他配套服务在内，不应
再将这一成本加诸到消费者身上。

另外， 如果餐馆不具备提供
部分服务的能力， 如自身清洗餐
具的条件不达标， 可使用专业消
毒公司的餐具， 商家应承担这一
成本，而不是由消费者来负担。否
则，按照这个逻辑，消费者今后很
有可能会承担越来越高昂的隐形

服务费用， 毕竟在服务不断升级
的时代， 服务业的软硬件都需要
不断提升质量， 这原本是商家在
经商中理应承担的成本，却由于商
家意图控制成本开支而将其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对于已经付出足够
费用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那么对于这种变相的餐位
费，消费者应该如何做呢？如果餐
馆对专业消毒餐具需要额外收取
费用作出了说明并明码标价，那
么可以根据自己的消费需求选择
是否继续消费， 如果没有标明价
格，而是在结账时口头告知，则可
以视为侵权，消费者有权不付钱。
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费，且

事后才得知，可以要求退费，商家
不履行退费行为的话， 可提请诉
讼。在去年，长沙市首例“餐位费”
诉讼， 就是因为在相关部门已经
取消餐位费后消费者仍被收取费
用而引发的，当事人柳女士为了8
元餐位费将餐厅诉至法院， 要求
退还这8元钱并胜诉。

变相的餐位费自然需要工商
部门的监管， 让合理收费成为常
态， 但消费者自身也要增强维权
意识， 遇到不合理的收费时要适
时质疑并拒绝支付， 哪怕是几块
钱的轻微权利，也需要认真对待，
以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今年4月初，长沙市一起
涉嫌挪用1501万余元公款的
留置案件， 从初核到立案调
查， 再到审理终结并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共历时一
个半月时间。

长沙市芙蓉区纪委副书
记、 区监委副主任王跃斌告
诉记者， 省农科院生产管理
处财务科原出纳倪向军(非中
共党员) 在2012年至2018年
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通
过直接支取现金、 虚列名目
开具现金、转账支票等方式，
挪用公款1501万余元， 其中
1485万余元用于购买体育彩
票，15万余元用于生活开支。
其间共归还295万余元，尚有
1205万余元未归还。

倪向军挪用公款行为呈
现四个特点： 一是时间跨度

大，历经6年时间；二是金额特
别巨大；三是金额分散，倪向军
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挪用公款，
共计2000多天， 挪用金额最小
的一笔仅300元；四是对账难度
大，该案涉及1个对公账户、2个
私人账户、4个公司账户、10家
彩票店， 有的彩票店因已停业
无法找到。 倪向军每月均制作
假对账单， 也给该案调查工作
增加了难度。

王跃斌介绍，1月12日，区
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后，
将工作力量向一线倾斜。 区纪
委监委机关直接从事监督执
纪，在办理此案时抽调包括6名
原纪检干部、7名转隶干部的13
名业务骨干组建专案组， 争分
夺秒、 分工合作， 目前该案审
理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上世纪30年代， 中国共产党
在江苏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
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
江苏如皋诞生。 这支武装部队的
首任军长何昆，1930年4月16日
率队攻打老户庄地主武装， 不幸
中弹牺牲，时年32岁。1980年，为
纪念红十四军诞生50周年， 曾与
何昆在苏北共同战斗过的刘瑞龙
（原农业部副部长）题诗：“奋战不
顾身，忠党爱人民；勇开光明路，
青史育后昆。”

1929年冬，江苏以北的工农
武装发展很快，党中央、中央军委
决定在苏北建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十四军，由何昆任军长。在接
受任命后， 他给妻子写了封信：
“我在上海开设旅社，生活可以，
我将要入日本留学， 只此一信，
望勿念……”信件看似简单，实则
暗藏玄机。“入”与“如”同音，“日
本”两字可合写成“皋”字，“留学”
可理解为“游击”。信件大意是：他

将到江苏的如皋县去打游击。
1930年1月， 何昆等人从黄

埔江乘船离开上海， 来到江苏如
皋西乡后， 他立即开始筹划部队
的组建和训练工作。

1930年4月16日， 在何昆的
率领下， 红十四军分成三路向老
户庄发起进攻。 这是红十四军成
立以来所打的第一个硬仗， 久攻
不下。 为了在天亮前敌人援兵未
到之前解决战斗， 何昆命令部队
抢渡护庄河。

何昆将袖子往上一捋， 踏着
二大队大队长张爱萍的肩膀，纵
身跃到麦草堆上， 用手提式机枪
对着敌人炮楼猛扫。一瞬间，敌人
的机枪被打哑了。“共产党员们！
冲啊！”话音刚落，何昆不幸中弹。
他睁开眼， 把手里的机枪交给张
爱萍， 坚决地说：“快打！ 不要管
我！”因伤势过重，何昆的生命永
远地定格在了32岁。

■记者 杨昱 整理

买彩票、玩游戏 挪用公款上千万
湖南各级监察委员会重拳打击职务犯罪 一批“灰色地带”的腐败分子纷纷被打掉

■记者 张洋银

湖南各级监察委员会自成立后，一批“灰色地带”
的腐败分子被打掉，彰显出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的鲜明态度。

今年初，我省深化改革，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
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大力
惩治，近期连续处理多例出纳财务挪用案件，为迅速打
通监察委员会依法行使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办案协
调衔接机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4月11日，吉首市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公职人
员挪用公款案。 这是湘西自
治州首例监察委员会移送职
务犯罪案件。 该案庭审后当
庭宣判， 被告人瞿某某犯挪
用公款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六个月。

被告人在 10年时间分
300多次挪用总计1200万元
公款，连续挪用时间之长、次
数之多、 金额之大， 实乃罕
见。

2008年1月至2017年11
月， 瞿某某在担任州某网络
公司出纳期间， 利用其职务

上的便利， 多次从公司的中国
银行户口挪用公司公款人民币
1219万元， 其中转账864万元
用于完美国际、 御龙在天经典
版等网络游戏。 为应付审计检
查， 瞿某某于2008年底伪造了
“中国银行吉首分行业务公
章”， 多次制造假银行询证函、
假对账单等单据。

据悉，自2017年12月29日
湘西州首个县级监察委员会挂
牌以来， 湘西州纪委监委从
“合”到“融”，铁腕反腐，持续保
持反腐高压态势，州纪委监察委
员会办理的宋某某贪污受贿案
成为湖南省首例监察留置案。

挪用千万公款买彩票，一个半月迅速办结

转账864万用于网络游戏，湘西州铁腕反腐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首任军长何昆

“奋战不顾身，忠党爱人民”

何昆，字德晟，号谱发。1898
年9月15日生于永兴县金龟乡牛
头下村，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
四期预习生， 后被中共黄埔特别
支部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

这个智能系统测试区就要开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