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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青玥）
办生育证需要先缴纳三项费
用？近日，安乡县深柳镇深
柳社区居民戴先生遭遇这种
情况。记者联系社区计生专
干得知，确要缴纳卫生费、排

水费、防汛费三项费用，再办理生育证。
爱人怀孕后，戴先生计划在户籍所

在地深柳镇办理生育证，联系镇计生办
了解办证事宜。镇计生办说直接找社
区开证明或准备好资料后请社区代

办。戴先生联系上社区计生专干，却被
告知要缴纳三项费用。戴先生纳闷了：
办生育证不是不需要任何费用吗？怎
么还要搭车收费了？一气之下，戴先生
带着证件到爱人工作所在地长沙，办好
了生育证。

记者以咨询办理生育证联系上深
柳社区计生专干，得到了跟戴先生一样
的答复：办理生育证之前，必须先到社
区办公室缴纳三项费用。在记者一再
追问下，计生专干解释三项费用为卫生

费、排水费、防汛费共计每
人每年 35 元，按户口簿上人数进行缴
纳。

4 月 10 日，记者向市卫计委求证，
办理生育证只要提供相关资料，不存在
缴纳任何费用。

而 深 柳 社
区为何要先收
取三项费用，再
办生育证，本报
将继续关注。

办个生育证为何先交三项费用
准
生
证

本报讯（通讯员 杨华红）“搭帮
白云镇政府和众多父老乡亲、社会各
界热心人的帮助，我丈夫重获新生。”
4 月 11 日，石门县白云镇竹巷口村村
民杜淑英，说起众多好心人帮助结肠
癌晚期丈夫杨化伍的故事，激动得泣
不成声。

3 月 8 日，正在石门县城某公司务

工的杨化伍，因身体不适到该县人民
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结肠癌。巨额的
医疗费用让一家人彻底陷入困境。杨
化伍妻子务农，儿子大学毕业正在工
作试用期，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就倒
了。春节前夕，杨家因建房欠账 10 万
多元，借钱无门。

万般无奈，儿子杨晶写下《来不及

尽孝，请大家帮我一起挽留爸爸慢点
走》，通过微信朋友圈、QQ群转发向社
会各界热心人求助。一石激起千层
浪，社会各界众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纷纷为杨晶迫切希望为父亲尽孝的良
知所感动，义伸援手。截至 4 月 11 日，
先后有1224人通过轻松筹平台为其捐
款 4 万多元。该镇党委书记龚道国第

一时间关注，慷慨解囊义捐，同时该镇
民政部门和村干部迅速了解杨家的困
难并逐级上报，为其排忧解难。

目前，落实杨家的相关农村低保和
临时救助流程正在顺利进行中。杨晶
也希望通过本报，能有更多好心人帮
助他父亲。若您想伸出援助之手，请
拨到0736-7716930。

父病垂危陷困境 子欲尽孝众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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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常德日报》刊发傅启芳
先生《绘画艺术中的奇葩——参观常
德麻质绘画随笔》，《常德晚报》刊发

《〈桃花源图卷〉静候“家”音》。两篇
稿件引起读者强烈反响。我也被李
健鹰、张双慧和尹小红等原常德麻纺
厂 6 名下岗工人克服种种经济和工艺
技术困难，制作出的长 28 米、宽 1.6
米、重 100 多斤的巨幅《桃花源图卷》

而折服。
麻质画是我市独创的绘画艺术。

它采用优质的黄麻材质，将黄麻的某
些性能加以改变，使得能在麻制品上
作色。如此，便能用不褪色的粉彩颜
料绘制出千姿百态的山水、花鸟、人
物和走兽，还将古代的仕女、神话人
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栩栩如生的
向世人展现出来。由于这种粉彩画

具有“漫反射”作用，所以麻质画的画
面能够展现出一种特殊的视觉和摄
影效果。

作为退休前从事企业经济技术开
发的我，认为这种获得专利的新画种，
应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一批
麻质画工艺美术人员，将这种工艺美术
品迅速转化为商品，通过义乌小商品市
场销往全国各地，也可以通过广州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和贸易展销会销往全世
界。这样也符合我市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发展战略。

麻质画中最经典的《桃花源图卷》
作品，诠释了桃花源景区迷人的景致。
然而，这幅《桃花源图卷》至今还没有一
个好的归宿。可千万不要“墙内开花墙
外香”，被别人淘宝去了啊！

读者 曹先辉

麻质画应该呵护传承

强力推进“减证便民”

编辑同志：
看了贵报民声版推出的强力推进“减证便民”栏

目，想了解一下发票代开相关方面的事宜。
读者 陈女士

市政务中心国税窗口办税人员解释，发票代开分为
普通发票代开和专用发票代开，办理起来其实很简单。

普通发票代开代开人需持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
以下三种情况可以代开：纳税人虽已领购发票，但临时
取得超出领购发票使用范围或者超过领用发票开具限
额以外的业务收入；或被税务机关依法收缴发票、停止
发售发票的纳税人，或正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
和个人，对其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至取得税务登记
证件期间发生的业务收入的；以及其他依法不需要办
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临时取得收入，需要开具发
票的。

特别注意的是，娱乐、餐饮业不在代开范围内。转让
取得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由地税局负责代开。

专用发票代开需实名认证过的办税员持身份证、
公章和发票章进行办理。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小规模纳
税人（包括个体经营者）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
可以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行
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但需要注意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月销售额超过 3 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 万

元）的鉴证咨询业、住宿业、建筑业、工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通过
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税务机关不再为其
代开专用发票。

二是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需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提供公路货物
运输服务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提供内河货物运
输服务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证》。纳税人可在税
务登记地、货物起运地、货物到达地或运输业务承揽地
（含互联网物流平台所在地）中任何一地，就近向国税
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应将营运资质
和营运机动车、船舶信息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相比以往必须排队到办税窗口代开，现在代开人
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申请缴税后，携带身份证直接到
办税大厅凭身份证领取发票即可，免去排队之苦。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整理

代开发票就这么简单

不动产更名如何办
编辑同志：

我和老婆感情不错，想将名下的不动产办
理更名。请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需要多少
费用？ 市民 肖先生

经咨询市长热线办公室，办理婚内不动产更
名需要准备身份证、不动产权利证书、结婚证。
收费标准为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件。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整理

故事梗概：一公司将自己承建的某
大型项目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和用
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李某，由李某负
责安排劳动者。李某雇佣了农民工何
某、胡某等 35 人，但无故拖欠工资。
何某、胡某等人多次向李某和某公司
催付工资未果，遂向某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投诉，
要求某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区人社局
依据《湖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湖
南省工资支付监督管理办法》和《行政
处罚法》等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该公司

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支付已拖欠
的劳动者工资。后该公司向有关行政
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认为其公司将该
项目发包给李某承建，由李某负责安
排劳动者，何某、胡某等人并非由其公
司招用，且承建人李某在接受区人社
局询问时，只是陈述拖欠建设工程款，
并没有拖欠工人工资。

争议焦点：用工主体责任由谁承
担？拖欠工资金额如何认定？

湖南南琴律师事务所曾绘文律
师认为：本案应当由发包方某公司
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根据《建筑法》

第二十八条、《合同法》第二百七十
二条第二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的规定，某公司将工程转包
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李某，
对李某招用的劳动者，应由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某公司承担用工主体
责任。对于拖欠工资数额，如某公
司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根据

《湖南省工资支付监督管理办法》的规
定，劳动者投诉的工资数额可以认定
为拖欠工资数额。

在建筑行业中，“包工头式用工”的

形式非常普遍，工程的层层转包使得建
筑劳务市场秩序混乱，用工不规范。建
筑领域已然成了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
发生的“重灾区”。对于这种层层转包
的用工主体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已明确规定，建筑施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
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和自然人招用
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
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整理

工程违法转包 发包者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 者 刘 青 玥 通 讯 员
李悦）火车站进站口被石礅“拦截”，
不少乘客向本报提出疑问：居然用石
礅拦住进站通道，那残疾人轮椅、推
婴儿车的旅客怎么办？对此，常德火
车站解释，设置石礅为防爆礅，确保
旅客安全，且旁边有便民通道。

记者在火车站进站口看到，正对
着进站口有两个便民通道，方便残
疾人轮椅、推婴儿车或者拖大包行
李的旅客通过，但在通道前如今已
经摆了一排圆圆的石礅，仅供步行
旅客通过。

常德火车站工作人员解释，2016

年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方便旅客，
市政府允许车辆将乘客送到进站口
附近不足 20 米的位置。现进站口摆
放的圆石礅名叫防爆礅，不仅是站里
为了旅客安全，也是反恐防爆的需
要，旅客可以完全放心的是，离候车
大厅两侧不到 5 米远处，各有一个便

民通道，轮椅、婴儿车、大包旅客依旧
能够顺利通过。火车站工作人员也
提醒旅客，不方便的旅客尤其是需要
辅助工具的特殊重点旅客，可以提前
电话拨打 12306 预约重点旅客服务，
预约后车站将安排站内的“小柳树”
客运服务品牌提供帮助。

进站口石礅“拦截”进站通道
■ 火车站：设置防爆礅保安全

问题倒查 任务倒逼

澧县第一批87项证明被取消
本报讯（通讯员 杨祺钧）近日，记者从澧县减证便

民推进会议上了解到，第一批 87 项涉及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的证明（盖章）材料被取消。今后，“户籍证明”

“婚姻状况证明”“计划生育状况证明”等一系列涉及
群众办事的证明事项将不再要求出具。

按照中央、省、市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去
年底以来，该县大力推进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切实解
决政务管理服务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过多过滥和

“奇葩证明”“重复证明”“循环证明”等突出问题，真正
方便基层的群众办事，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为保证
清理事项精准，除要求各相关单位自清自查外，重点
深入到村、社区及服务窗口，了解要求提供的证明（盖
章）材料情况，通过基层倒逼、县直抓、好清理。为保
证市里明确的“五个一律取消”到位，该县要求本次公
布的第一批取消的证明（盖章）材料以及有关文件，除
本政府网站及时公示外，各相关单位要在本单位内公
示，县电视台、澧县手机报要滚动报道，县政务服务窗
口要张贴通告，各镇（街）要学习传达到村（社区），通
过群众监督促进落实。

从现在起，该县各单位将进一步抓好清理，并形
成本单位所有需要行政相对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
取消的证明材料清单、保留的证明材料清单 3 张清单，
倒排时间，确保本月底前基本完成。 近日，常德湘北校车

公司对一辆正在接送学
生的校车发生事故，校车
司机迅速停车、打开应急
车门，并立即报警展开自
救，随车照管员迅速组织
孩子撤离到 50 米外的安
全区域。

原来，这是一场应急
演练。通过演练切实提
高校车驾驶员和校车照
管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接下来，消防官兵将
陆续走进全市中小学校
开展“安全伴我行”主题
教育活动。

本报通讯员 陈自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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