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首笔排污权交易
有望下月开展
南京实施排污权交易不再是“狼来了”———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这 4种主要废气、废水污染物
的排放权，将作为公共资源上市交易。记者从环保部门获
悉，省物价局已经对污染物的交易价格进行了核定和批复，
目前交易系统已经建成，模拟运行已启动。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确定一定时期内污染
物的排放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分配排
污指标，并允许指标在市场上交易。据2月10日起施行的
《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规定，我市范围内排放废气、废水的生产、养殖企业，都
是排污权交易的执行对象。

南京市环保局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产量，对全市污染
排放企业的排放量进行核定，形成初始排放权。同时，建立
污染排放权交易储备库，企业停产、减产、搬迁后，多余的排
放权进入储备库，如果有企业需要在初始排放权之外增加
排放!如扩大生产规模#新建设备等"，就要从储备库中购买
排放权。排放权交易执行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和企业之间可
以直接转卖、购买排污权，企业有多出来的排放权可以通过
交易变成资产。

据介绍，可以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单位包括以下这些行
业：钢铁、石化、汽车制造、水泥、养殖、污水处理厂、垃圾场、
实验室、印染、造纸、家具生产、干洗、酒店、餐饮业等。

据悉，初始排放权以内收取排污费，超过部分按交易价
购买。收到的费用将设立环保专项资金，统筹用于南京全市
污染防治。 摘自$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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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沪宁杭

夺命彩礼
纪 萍爷爷给长孙起了个高大上的名

字———沈乾坤，指望他扭转沈家门庭，
可乾坤不是读书的料，13岁就辍学外出
讨生活，走南闯北整十年，吃尽了苦，爸
妈用他寄回的钱盖了房子，给老二上了
高中。

恋爱8天定终身
2014年春节，22岁的沈乾坤回老

家过年，发小沈飞给他介绍邻村 18岁
的陈小敏。小敏爸老陈膝下 3女 1儿，
10年前举家到常州打工，不久老婆莫名
其妙离家出走，至今未归。老陈既当爹又
当妈，把 4个孩子拉扯成人，如今俩女
儿初中毕业在常州工作，小女儿及儿子
上中学，这个新市民之家倒也其乐融融。

腊月二十八沈乾坤与小敏见了面。
一个帅气方刚，一个如花似玉，一见钟
情，之后 8天见了 3次面，第三次沈乾
坤送黄鳝孝敬老陈，老陈执意留其晚餐
并让坐上座，算是认了这个女婿。

大年初六相处第 8天，沈家将礼金
26000元及一枚 5700元的金戒指交到
陈家，这叫“下小礼”及定亲；婚礼前得
“下大礼”，包括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
手链），三金得每件 11000元，寓意“万
里挑一”，大礼礼金数额确定 66600元，
六六大顺。沈乾坤说这样的档次，在我们
那儿普通人家算是最高的了。两家商定
这年5月10日操办婚礼。

春节后半个多月，在外包工的沈乾

坤赶到常州为小敏过生日，还给准丈人
带了烟酒，花去5000多元。之后小敏跟
沈乾坤去安徽六安朝夕相处 20多天。
沈乾坤说：“我做外墙涂料一天能挣 500
元，在上海学过服装制作，等挣足本钱开
个裁缝店，慢慢扩大再开服装加工厂，我
完全能养活你和我们的孩子，不会让你
吃半点苦……”

1万元礼金致退婚
2014年 5月 6日，老沈家送来“大

礼”现金 66600元及三金，外加烟酒等
礼品。

5月 8日，沈乾坤带小敏及其女友
逛街购买结婚用品，在金店小敏看上一
款 4000元的金镶玉挂坠。沈乾坤说：
“金项链已有挂坠，金戒子也 2个了，以
后再买吧，下大礼的钱还是我爸妈借的
呢，要不礼金先抽一万给我爸妈还点债，
以后再补给你家。”

小敏向父亲如实禀报“他家要要回
彩礼1万元”。老陈很恼火，综合考虑以
下几点：答应再买个金挂坠没买，三金哪
一件也没满11000元，买的衣服档次太
低，两次买结婚用品时都没请一起的人吃
个便饭，太小气；曾当众顶撞过自己一次，
未征得同意就带小敏同居，很不严肃……
老陈作出决定：没钱结啥婚啊，等他有
钱了再说吧。当天通知沈家退婚。

沈乾坤当即赶到陈家，小敏闺房里
他跪下请求原谅。小敏说：“我爸态度坚
决，你回去吧！”沈乾坤到前厅跟准岳丈
求情：“要 1万元给我爸妈是我跟小敏
开玩笑的，不是真的要回彩礼，求您，不
要退婚了！”

一家有事全村尽知，看热闹的村人
把陈家前厅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

几乎都是指责沈乾坤的。老陈道：“按
规矩，要回礼金就是要退婚，不是我不
讲道理。”得不到准岳丈的原谅，沈乾
坤当众长跪不起，只听到一个声音在为
他求情：“男儿膝下有黄金，大小伙子
都跪下了，就别退婚啦！”话音没落地，
被一片指责声淹没了。沈乾坤父母紧
跟着赶到陈家赔礼道歉，一个劲地指责
儿子“混账，没规矩，不懂事”，陈家还
是没松口。

第二天，陈家将礼金 92600元及三

金退回沈家。婚礼喜帖已发，沈乾坤只得
一家家打招呼赔不是，几个电话下来，内
心的无奈转化成了怨恨：太没面子太伤
自尊了，恨她，恨她爸……

她负我 一起死
5月10日，原本筹备操办婚礼的日

子，沈乾坤垂头丧气地回到安徽六安上
班。工友们一个劲地跟他讨喜糖喜酒吃，
照相馆老板催他去拍婚纱照，沈乾坤说

不知道怎么解释，很丢人，吃不下睡不
着，骑车都乱撞，感觉快要崩溃了，“跟她
掏心掏肺，她却一点余地都不留”，就有
了杀死她的念头……

沈乾坤与小敏通过几次电话和微
信，小敏拒绝恢复关系，沈乾坤决定见她
一面。他搭动车下午 1点多到常州，给
小敏电话：“到了，在给你过生日的那家
旅馆，等你!”半小时后小敏到旅店门口
却执意不肯上楼，沈乾坤保证不会强迫
她发生性行为，小敏这才跟他上楼进了
房间，进屋后俩人趴在床上对话。

沈乾坤：“我对你好不好？”
小敏：“好！”
沈乾坤：“那就别管那么多，我们还

能重新开始。”
小敏：“3年内在城里买套房子，就

能再交往一下。”
沈乾坤：“买房子可以，我能等你 3

年，你能等我3年吗？”
小敏：“我也不确定。”
沈乾坤：“你心里有我就别在乎有房

没房。”
小敏：“恐怕我爸不同意。”
沈乾坤：“婚姻是个人的事，不能全

听父母做主，你到底爱过我吗？”
小敏：“说不清楚，只是喜欢。”
小敏若无其事翻看微信，沈乾坤想

起了所有的委屈无奈和愤恨：“把她看得
比父母都重要，她却不把我当回事，被她
伤到如此地步，她却蛮不在乎，死去吧！”
他抽出事先揣裤袋里的两根鞋带，从身
后套住小敏颈脖，膝盖顶住她后背，使劲
抽紧鞋带，小敏没来得及发出呼救就因
窒息而死亡。

切记，情感纠葛期间不宜单独在封
闭场合见面，以防不测。

结婚了还能离婚呢，订了亲当然可

以退亲，沈乾坤承受不了这个，狭隘的恋
爱婚姻观迟早得出事。虽说感情的培养
与相处时间长短不一定成正比，但是短
暂相处肯定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也不
可能让对方死心塌地跟你一辈子，一点
矛盾就能甩手。

不妨都放慢一步
之后沈乾坤割腕自杀未成，吃鼠药

昏睡过去第二天又醒了，买了农药喝下
去结果全吐了，到郊区找条小河跳了下
去，水太浅又没死成。爬上岸找根绳子挂
上树，人刚吊上去绳就断了……横竖死
不成，他靠着树根给沈飞打了电话：“我
把小敏给杀了！”沈飞一惊：“啊，真的？你
在哪儿？赶紧投案吧！”一心奔死的沈乾
坤这才一拍脑门想起了还有条生路，即
向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早恋早婚早育在外来打工者中是普
遍现象，婚龄比同龄城市人口相差 10
年左右，还没有规划好人生就面对复杂
的情感婚姻事件，难免乱套。因为高额彩
礼导致的经济纠纷案件及离婚逐年增
多，年轻新市民情感婚姻纠葛引发的恶
性暴力案件居高不下，占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案件的 60%，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
因素显而易见。

2014年 11月 17日，沈乾坤因犯
故意杀人罪被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缓期2年执行。

怎样才能让闪恋闪婚尽量靠谱一
点，一个字———慢，相亲定亲，结婚生娃，
都不妨慢一步。试想，沈乾坤与小敏如果
能晚三五年再谈婚论嫁，心智都成熟一
些，结局肯定不是这样，处理情感婚姻纠
葛的能力与阅历及素养一定有关。

!人物为化名&漫画由作者提供"

代驾行业乱象丛生
漫天要价、暴力抢单、索要小费

代驾市场近年日益火爆,随着各种
代驾App的不断涌现,代驾司机之间的
竞争也日益激烈。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
代驾市场发现该行业可谓乱象丛生,司
机素质良莠不齐,“黑代驾”、“接私单”等
违规行为让不少消费者感到担忧,且漫
天要价、暴力抢单和索要小费成通病。对
此,有代驾公司呼唤加强监管机制；法律
界提醒市民要通过正规途径找代驾,同
时也建议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法规,打击
行业乱象。

乱象：“李鬼”横行
随时宰客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广州沿江路一
带,路边不少卖烟小推车上都贴有代驾广
告。一名推车老板告诉记者,他这里的代
驾都是“正规代驾公司的”,随即给了记者
一个联系方式。不过,20日凌晨2时许,记
者打通该代驾的电话。对方表示自己只是
私人代驾并不属于代驾公司员工。从沿江
路到员村这段10余公里的路程,他开口
就要价200元,并称“出了事我负责”。听

到记者嫌贵后,该代驾司机还表示,
“现在沿江路的代驾很难叫的,就是
这个价,你自己看着办吧”。

即便不是这样根据街边小广告
找到的“黑代驾”，正规公司的代驾
也会嫌远而索要“水脚费”。

“不通过手机下单,可以找你们
代驾吗?去岗顶。”代驾毫不犹豫地答
说“可以”,对签署代驾协议一事却全
无提及并要价120元。根据地图显
示,该位置距离岗顶的路程约为9公
里。根据该代驾公司的收费标准,晚
上12时过后,10公里以内的代驾费
用为99元。随后,记者用代驾软件在
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路叫来了一名
戴着工作证的代驾司机陈师傅。在得
知记者要前往金沙洲时,陈师傅却以
“目的地太远”为由索要“水脚费”。

探因：门槛低
惩罚小 利润高

“只要有5年以上的驾龄,再加
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就可以上

岗。”在“e代驾”和“爱代驾”都
做过代驾司机的阿威!

化名
"对

记者表示,目前代驾司机的门
槛很低,造成从业人员素质良
莠不齐。

阿威介绍说,通过软件,司
机每做成一单凌晨代驾会被扣
除22元的信息费。“晚上熬夜
出来代驾,谁不想多赚点?很多
同行还会趁客人醉了,骗点小
费。”阿威表示,相比夜场代驾
和其他“黑代驾”,代驾公司的
收费相对较低,竞争之下,代驾
司机们难免希望能多赚一笔。

阿威还对记者透露,代驾
在跟顾客谈妥接私单后,顾客
可以取消线上订单,此时司机
只要马上退出代驾软件,公司
就无法再继续追这个单。即使
做私单被发现,初犯的只要写
个检讨就没事了。

“就算你被多次发现做私
单,账户被公司屏蔽掉,但只需
要换一个代驾平台,就能‘东山
再起’了。”阿威说,他自己正是

在被“e代驾”屏蔽后,又跳到了
“爱代驾”继续上岗。“这个行业都
没有类似于银行的联网信用系
统,只要不断地换代驾公司,就不
会影响到司机接私单。”阿威说,
有些司机在积累到一定客源后,
便自己跳出来“单干”了。

此外，虽然一些代驾司机总
会对着客人口口声声说“出了事
我负责”,但事实上，当出现车辆
刮花等，代驾往往矢口否认。

记者在网上搜索看到,代
驾的投诉问题全国各地层出不
穷,不少吃了亏的市民都在网
上大吐苦水,出了事也不知该
如何解决。

对策：出台地方
法规 促进行业规范

据“e代驾”北京公司市场
部相关负责人张先生介绍,广
州的代驾行业已有近10年历
史。他呼吁要加强行业监管机

制,以便能更好地规范司机行为。
其所在的公司也曾向相关部门提
过建议。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朱永平认为,代驾公司和司机是雇
佣关系。在代驾的过程中一旦发生
交通意外或造成了车主损失,根据
我国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代驾公
司应先承担车主的损失赔偿责任,
然后再根据签订的相关协议条款,
向司机本人索要赔偿。

朱律师还特别提醒市民,找人
代驾时一定要签署协议,不要私下
联系代驾,否则出了事故,代驾公司
将不用承担责任。

朱永平律师还表示,规范代驾
市场,除了代驾公司需要对司机行
为加强监管力度以外,他建议政府
出台专门针对代驾行业的地方性法
规,从政府层面加强对此行业的监
管。据了解,去年7月,上海市出台了
《代驾服务业规范标准》,实施代驾
从业人员资格证(上岗证)制度,有
效地打击了“黑代驾”乱象。

摘自'新快报%

5旬大妈
31楼坠亡

曾抱怨带小孩压力过大
24日上午10时许，深圳市南山区

一名 50多岁的女士从小区 31层高楼
楼顶坠下身亡。南山区警方通报为自杀。
据家属反映，该女士随女儿和外孙住在
一起，生前患有抑郁症。而有小区邻居透
露这位外婆曾抱怨带小孩压力过大。

现场,小区一位杨阿姨告诉记者说
她认识死者，50多岁，来自东北，跟女儿
住一起，带一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好
像还有一个女儿在福田。”在杨阿婆眼
里，这位阿姨比较内向，说话也有点不正
常。有一次在楼顶晾衣服时碰上了，向她
抱怨自己做了 7年外婆，带了 7年小
孩，“早晚得死”。小区内不少其他带小孩
的阿姨描述都和杨阿姨类似。

“年轻人上班赚钱，老人在家带孩
子”的模式很普遍，“请保姆或送托儿机
构，一来不放心，二来费用高，不是人人
都有这个条件。”但随之衍生的问题是,
带孩子的老人容易孤独。记者了解到，除
了观念冲突让老人不快，更显著的问题
是老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圈子
狭窄，会不适应。根据记者走访调查，约
6成以上的老人在来深圳后，只会与同
乡或亲戚交流。而子女忙于上班，很少有
机会和老人交流，“这就导致了老人的孤
独。”西乡的一名社工说。

针对这些问题，心理专家叶伟泽建
议，作为年轻一代的子女要多包容老人，
减轻老人内心的压力，“现在很多子女只
关心孩子的成长，反而忽略了老人的心
理健康，很多身体上的疾病都是由心理
疾病演化过来的。”同时，叶博士也鼓励
老人们去寻找更多元的朋友，发掘更丰
富的生活，“可以去跳跳舞啊，或者约几
个老年人打打牌、下下棋。”

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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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铁4号线首列车
进行动态测试

24日，南京地铁4号线“小紫”首列车正在中国南车集
团南京浦镇车辆厂测试轨道上进行动态测试，预计本周完
成所有调试。

“小紫”车宽 2.8米，鼓型设计处最宽的地方达到 2.88
米。共6节车厢，其中4节为动力车，2节为拖车，时速最高
可达到100公里。首批将交付29列。 摘自'南报网%

下月邮轮直航台湾
浙江舟山

随着韩国、日本对邮轮游客实施免签入境，中国邮轮旅
游正式进入了“免签时代”。近日舟山成为浙江第4个开放
台湾自由行的城市，4月24日起，该市市民将可以直接坐
游轮去台湾。

据悉，舟山群岛国际邮轮港码头位于舟山群岛新区普
陀朱家尖，舟山市因此一跃成为我国继上海、天津、厦门、三
亚后第5个拥有邮轮码头的城市。

以往杭州人坐邮轮出游都要从上海出发，首航后，浙江
人赴台旅行走“水路”又多了一种选择。今后，舟山国际邮轮
港将陆续开通台湾、日韩航线，实现常态化运行。

摘自'浙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