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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5日讯 餐饮单
位到底该不该收取餐具消毒费？
预付卡如何规范？ 备受关注的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
正案（草案）》正在进行修改。针
对该条例的若干重要条款，今
日，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

不得收取餐具消毒费

餐饮经营者是否收取餐
具消毒费，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修正案草案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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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餐位
费、餐具消毒费、开瓶费等不符
合规定的费用。

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对经
营者在提供赠品、 奖品等方面
的义务规定作了修改完善。拟
规定， 经营者以消费者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为条件提
供的赠品、奖品或者免费服务，
应保证质量， 并不得免除经营
者的退货、更换、重做、修理、赔
偿损失以及其他责任。

网购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

针对当前网购、电视电话
购物、邮购领域中，因退货问题
造成纠纷时常发生的情况，为

保障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权，
修正案草案拟规定， 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
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
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列商品除
外： 消费者定做的； 鲜活易腐
的；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
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
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

对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
品，修正案草案提出，经营者应当
事先通过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
便于消费者在购买前确认。法律
规定无需消费者确认的除外。

同时，修正案草案拟规定，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
商品价款。 退回商品的运费由
消费者承担， 经营者和消费者
另有约定的除外。

预收款后不能如约提供商
品或服务须及时退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名
目繁多的预付卡式消费渗透到
百货零售、美容美发、休闲健身
等各个行业， 但也频频曝出产
品质量下降、 服务打折缩水甚
至店铺关门、老板“蒸发”等侵
权事件， 持卡消费者的权益得
不到有效保护。

对此，修正案草案拟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 应当与消费者明
确约定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
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
后服务、民事责任、争议解决等
事项。 消费者要求订立书面合
同的， 经营者应当与消费者订
立书面合同。

此外， 修正案草案还拟规
定，对于经营者延期提供商品、
服务的， 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以
约定的联系方式或者公告等形
式告知消费者； 经营者不能按
照约定提供商品、 服务或者提
供的商品、 服务不符合约定要
求，消费者要求退款的，经营者
应当及时退款，不得无故拖延。

■记者 吕菊兰

本报2月15日讯 今天，省政
府召开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
议， 要求全省汲取娄底涟源市斗
笠山镇祖保煤矿“2·14”较大瓦斯
爆炸事故教训， 抓好节后复工复
产工作， 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

截至15日8时，涟源市斗笠山
镇祖保煤矿“2·14”较大瓦斯爆炸
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省
政府决定对该起事故提级调查，省
安委会决定对娄底市人民政府予
以通报批评，涟源市对该起事故负
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斗笠山镇党委
书记给予先期免职，对斗笠山镇镇
长提请相关部门进行罢免。

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杨光荣
出席会议并讲话。杨光荣指出，涟源
市斗笠山镇祖保煤矿“2·14”较大瓦
斯爆炸事故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各
级各部门要积极稳妥地做好相关善
后工作，尽快组织开展事故调查，从
严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杨光荣要求， 自即日起半个月
内全省30万吨（不含30万吨）以下煤
矿一律停工停产， 立即深入开展煤
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坚决关闭一批
不合法、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
井； 从严追究一批失职渎职人员和
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责
任，为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的安全环境。 ■记者 奉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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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价烟”还须铲除“特权心理”

余以为 母亲举报儿子打了谁的脸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购买商品所获赠品存质量问题可更换

湖南被明确为综合医改试点省份

省政府召开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立即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近日有北京市民发现，有烟酒
店为迎合消费者，对烟草“限价令”
置之不顾，公然贴出“天价烟”标价
摆在柜台上售卖。记者走访发现，超
出“限价令”规定最高售价千元每条
的香烟品类比比皆是，其中有的香
烟身价甚至翻了近10倍，卖出近4千
元的高价。（2月15日《北京晨报》）

2008年，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
产局局长周久耕被曝出吸“天价烟”
的新闻之后，我国便出台了烟草“限
价令”，目的就在于限制这一奢侈消
费，引导烟草市场价格趋于合理的
同时打击公款送礼和公务员消费
天价烟酒。然而如今“天价烟”卷土

重来，让人们疑惑“限价令”可能形
同虚设，特权消费和送礼也可能一
直未曾停止。

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测？因为就
新闻来看，被市民发现的“天价烟”
基本都是香烟店通过“自己的渠道”
拿到的货，而且都有“专门的人联
系”。这些特殊的渠道和专门的联系
人对应的往往是一条产品地下供
应链，而这种供应链肯定不是短时
间的存在，其中的供求很可能是长
期而稳定的关系，就如北京市烟草
专卖局某工作人员解释，如果零售
商并未明确标价公开售卖而是私
下交易，则管理、查处相对困难，这

样一来，相当于给了“天价烟”极大
的存在空间。

在“天价烟酒”市场中，人们的
敏感直接指向的是腐败， 因为购
买“天价烟”的人绝大多数是用来
送礼的，而只有“天价烟”才能迎合
权贵的“特权心理”，因为“越贵的
烟越能彰显身份地位”，一名香烟
店店员就直接宣称某领导人戒烟
前最爱抽的就是售价3000元一条
的“一品荷花”。不得不说，尽管“反
四风”力度颇大，但长期形成的“特
权心理”难以消弥，而特权崇拜下
的投其所好也就导致了“天价烟”
的春风吹又生。

有制度反腐专家认为， 天价
烟、特供烟等本质上反映了部分消
费者的“特权心理”，这根源于权力
配置不科学，用人体制不合理的“不
正之风”，很难用纪律和规定完全控
制。有需求就会有供应，有特权就会
有迎合特权的种种手段，就如同种
子与土壤，遇到适宜的条件就必定
会萌芽。“天价烟”禁而不止，我们需
要追问的是， 监管部门是否失职？
“市场需求”为何一直存在？应该如
何加大改革力度，标本兼治？

讽刺的是， 据烟草专卖局工
作人员说，“天价烟”中的所谓“特
供烟”其实都是假货。这些价格虚

高的假货因为迎合了“特权心理”
得以横行，以此类推，还有多少奢
侈消费是因为“特权”、“腐败”而产
生着巨大的泡沫？

“限价令”已经颁布数年，如今
“天价烟”再度浮出水面既直接突破
了行业限制，也对社会产生了极其
消极的影响，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
力度，对售卖“天价烟”的行为直接
查处，并从源头上断绝“天价烟”的
供应。同时纪检监察部门也应对此
进行调研，掌握反腐主动权，大力打
击腐败行为，为进一步铲除“特权心
理”打下制度基础。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2月15日讯 近日， 人社
部、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开展公立
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我省被明确为综合医改
试点省份。 意见要求完善公立医
院薪酬制度， 调动医务人员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公立
医院事业的发展。

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
优化公立医院薪酬结构、 合理确
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 推进公立
医院主要负责人薪酬改革、 落实
公立医院分配自主权、 健全以公
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等。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所需经费，通过原渠道解决。

■记者 刘璋景

“我儿子准备用公款招待亲
戚朋友，请组织上提醒他不要犯
错误！”农历正月初六，湖北蕲春
66岁的高婆婆就来到县纪委向
值班人员反映其儿子的违纪倾
向。获悉情况后，蕲春县纪委迅
速安排驻县交通局纪检组对当
事人进行廉政提醒谈话，将可能
发生的公款吃喝行为遏制在萌
芽状态。（2月15日《湖北日报》）

亲人举报，其实并不少见，
前不久就有一起儿媳举报公公
的事情。当然，两者事情性质并
不相同，儿媳举报公公，是出于

利益分配不均而反目成仇的缘
故。高婆婆却并非此类，这其中
并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 所体
现的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清醒却
又深深的爱， 同时身为一名党
员，又不忘党性原则，积极履行
党员所肩负的职责与义务。

也因此， 一起可能发生的
公款吃喝行为被遏制在萌芽状
态，这值得人们称道。但又要看
到，两者间的所具有的共性。儿
媳举报公公是意外， 母亲举报
儿子是常态吗？显然不是。换个
问法，这里如果不是高婆婆，而

是另外一位觉悟稍低点的母亲，
她会举报吗？如果没有举报，这样
一起公款吃喝行为还能不能进入
当地纪委的法眼呢？

反腐，当然要动员社会一切力
量，但单靠“家人”“小偷”或者“情
妇”显然是无法遏制住官员的贪污
腐败。众所周知，反腐的关键应该在
于制度建设。具体该案例而言，公款
吃喝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监管
避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严格的财
务报销制度，严格规范公务接待的
财务报销手续，这也是有效遏制公
款吃喝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严

格追究公款吃喝相关人员以及伪
造报销的主管领导责任，对屡次发
生公款吃喝的行为要给予严厉处
罚，提高公款吃喝的违法成本，从而
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另外，日常监管也不可少，每
一个单位都有纪检部门， 如果这
个部门能发挥应有作用， 也不至
于让一位母亲肩负起监督公款吃
喝的重任。在“反四风”力度不断
加码的当下， 而且是在春节的当
口， 还有公职人员顶风作案公款
吃喝， 这是不是很打当地纪检部
门的脸呢？ ■李成辉

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市民
朋友， 如您对该条例修正案草
案有修改意见和建议， 请于本
月26日前， 书面反馈至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长沙市韶山中路190号），
电话（传真）：85309460，邮箱：
45902055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