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5日， 一名北京汉普森
英语的外籍教师， 在一对一辅导
时，给女学生播放淫秽录像，并对女
孩进行性侵。 事发后女学生立刻冲
出教室，并打电话通知家长报警。这
名外教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今年5月， 上海警方接到报
警，一所国际学校的美籍教师性侵
至少7名儿童， 且性侵行为可能已
持续了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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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9日讯 今天上
午，以“提升特色机械产业、促
进经贸协同发展” 为主题的湖
南省第四届农业机械、 矿山机
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会（简称
“湘博会”） 在娄底市体育中心
开幕。

“湘博会” 是经省政府批
准，国家商务部重点支持，以农

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
品展览展销为特色，集投资合作
、贸易交流、项目对接、购销洽
谈、论坛研讨、展览展示等多种
功能的全省性重要经贸展会。
今年是我省第四届也是连续四
次在娄底市举办。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谢能武

实习生 朱意志

本报11月19日讯 原定于
明年1月通车的三一大道浏阳
河桥将提前到本月22日上午
通车，如今供车辆通行的钢便
桥随即结束使命，这是记者今
日从大桥建设方———湖南路
桥建设集团了解到的消息。新
桥双向8车道， 设计使用寿命
50年。

22日9点后开通新桥

19日晚9点， 三一大道浏
阳河桥面上仍有工人在劳作，
有的在牵拉管线， 有的在安装
护栏，还有的在竖路灯。到22
日，工人将撤离大桥，并移走施
工围挡、放开交通。

“其实大桥主体已具备开
放条件， 但像导引标识这类市
政配套还没到位， 所以决定缓
到22日开通。” 湖南路桥集团
相关负责人称，“启用新桥会避
开早上7点-9点的上班高峰，
过了9点，便会封闭钢便桥，引
导车辆走新桥。”

当天， 车辆先走新桥北幅
4车道双向通行， 等南幅新桥
与钢便桥完全剥离后， 双向8
车道全部投入使用。

提前一个多月完工

三一大道浏阳河新桥于去
年1月16日开工建设， 总长828
米，宽双向8车道、南北两侧各
有4.5米宽的人行道。

“现在的钢便桥只有双向
4车道， 供车辆进出长沙还是
有点吃紧， 为了早点让新桥投
入使用， 原来是做完北幅再做
南幅，后来两幅一起摊铺沥青、
划路面标线。”该负责人说。

钢便桥随即拆除

新桥在22日投入使用后，
临时钢便桥将随即被拆除。

新桥属于京港澳国家高速
公路长沙连接线一部分， 该连
接线是长沙北部的一条东西向
城市主干道， 西起开福区德雅
路与三一大道平交处， 向东穿
越四方坪立交，跨越浏阳河，经
月湖公园， 止于万家丽跨线桥
西侧， 全长23公里、 双向8车
道、设计时速60公里。

新桥从双向4车道拓改到
双向8车道后， 其余段也将陆
续启动拓改。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叶子君

本报11月19日讯 在日前
举行的2013年天心区政银企
对接会上，25家金融机构与
120家企业“接头”，现场签约金
额达20亿元。

天心区全力打造“金融强
区”， 成功引进了花旗银行、东
亚银行等一批实力雄厚银行区
域性总部入驻。目前，区内已有

独立缴税的金融机构98家，基
本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机
构为产业核心，以投资、信托、
担保、期货公司为重要补充，以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
估公司为产业支撑的发展格
局。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实习生 雷未清

后天起，东出长沙走浏阳河新桥
三一大道浏阳河桥22日9点后通车，双向8车道，临时钢便桥即将拆除

19日上午，长株潭城际铁路过江段顺利贯通。抵达湘江东岸的
盾构机从滨江新城站出发，陆续下穿银杉路、长沙船舶厂和银盆岭
大桥，目的地是开福寺站。在这趟长约2.7公里的旅程中，有约1.1公
里是在湘江水域，江中段地下水和江水联系密切，施工过程稍微控
制不好就可能产生江底冒浆、隧道涌水、涌砂甚至冒顶等事故。

“通过采用提前探测地质、严格控制掘进参数等手段，总算让
两台盾构机都先后顺利过了江。”中铁隧道集团项目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盾构机从开福寺站吊出后，将被解体运到芙蓉区段继续地下
掘进。

长株潭城铁将在2015年年前拉通长沙火车站至株洲、 至湘潭
段，2018年年前拉通长沙火车站以西段。通车后，长沙至株洲及湘
潭均只需半小时。目前，长株潭城铁长沙段14个站点正逐步施工，
其中滨江新城站已主体封顶。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向前进

城铁“双龙”过江

“金融直通车”开进社区楼宇

第四届“湘博会”娄底开幕

整治“黑外教”
非法聘用最高罚10万
长沙清理“三非”外国人 多数家长只看“洋脸”不看资质

本报11月19日讯 学外
语请外教，在很多家长眼里，
这是提高孩子外语水平的捷
径。然而，请来的“外教”是否
具有教学资格， 能否保证教
学质量， 甚至会不会给孩子
造成危险， 却是家长们无法
预计的。

长沙市外籍人员数量持
续增长，外国人非法入境、非
法居留、 非法就业带来不可
忽视的治安隐患， 其中非法
就业， 特别是非法聘用外教
现象尤为突出。今日起，长沙
警方将集中开展为期50天的
清理“三非” 外国人专项行
动， 重点整治非法聘用外教
现象。

长沙“黑外教”
远超正规外教

家长不惜重金聘请外
教， 一些并没有聘请外籍教
师资质的机构，也争相拿“外
教”作为金字招牌，将没有合
法签证与教学资质的外国人
包装成正规外教招揽学生。

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获悉，
目前， 全市具备聘用外教资
质的学校及培训机构仅101
家， 已取得合法证件的外教
344人，但实际聘用外教的单
位和从事外教的人员远不止
这个数。

家长重“洋脸”
不在乎外教资质

记者在长沙几所小学门
口随机采访了27名家长，其
中有9名曾请过“外教”或有
打算为孩子请一名“外教”。

“如果请外教，主要考虑
老师的口语是否纯正，能否
能引起孩子的学习兴趣 ，
还有收费多少 。” 李女士
说，小区有两个孩子，一起
请 了 外 国 留 学 生 上 门 教
课， 每次每家出两百来块
钱。老师陪孩子做做游戏 ，
唱唱英语歌 ， 孩子外语成
绩的确有提高。

至于外教是否有教师资
格证，是否有工作许可证？受
访家长表示没有太多关注，
“能让孩子开口说英语是最
重要的， 至于是不是打‘黑
工’，还真没考虑过。”

发现涉外违法现象
可电话举报

“聘用外教，聘用单位必
须有资质， 外教本人也至少
需要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证和
工作签证。”警方表示，此次
专项行动， 将严厉打击非法
聘请外教和非法从事外教的
行为， 严防违法犯罪人员混
迹外教队伍。

下阶段， 还将陆续开展
有关外国人非法入境、 非法
居留、 非法就业的其他各项
专项整治行动。

警方表示， 欢迎市民积
极举报非法聘用外教行为和
其他涉外违法现象， 并公布
举报热线：0731-82587528。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娟

实习生 吴清杨

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规定：
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500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并处5000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介绍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对
个人处每非法介绍一人5000元，总
额不超过50000元的罚款； 对单位
处每非法介绍一人5000元，总额不
超过100000元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非法聘用外国人的， 处每非
法聘用一人10000元， 总额不超过
100000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 处罚

非法聘用外国人
最高罚10万

… 案例

“狼外教”频现

11月19日晚10点半，长沙市三一大道浏阳河桥面上工人正在连夜施工，大桥将于22日通车。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