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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湖南揽胜律师事务所吴
攀律师表示，这些大学生不论
是出于需要真的在网站分期
购买了手机， 还是替别人刷
单，都已经与网站达成了有效
协议，建议收到催款信息的大
学生按要求自己将欠款还清，
避免被银行追究民事责任，也
避免出现信用污点。在维权方
面， 学生应积极配合警方调

查， 并联系商家和中间人，如
果涉案金额较大，中间人很可
能会被涉嫌刑事犯罪；如果金
额较小，则是民事纠纷，必要
时可通过法律诉讼维权。

吴攀提醒， 不少人法律意
识淡薄，“个人信息非常重要，千
万不要轻易借给他人用于办理
业务或签订合同， 一旦出现违
约，出借者将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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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3日讯 22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签署了总数达27列（162辆）
的1号线工程电动客车合同。

乌鲁木齐城市轨道交通1

号线工程由三屯碑站至国际机
场站，为新疆的首条地铁，预计
2018年底全线开通试运营。根
据合同要求，2列样车将于明年
10月底交付， 余下列车在2017
年底之前交付。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颜常青

本报9月23日讯 株洲今
天召开推进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工作会议。即日起，株洲市、县
两级政府将集中警力， 不间断
地上路执法， 让非法改装改型
车辆无处遁形。

按要求，今年12月底前，全
市货运车辆非法改拼装率控制
在1%以内， 非法改拼装车辆查
处率达到99%，非法改拼装车辆
上路行驶现象基本消除。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古经华

本报9月23日讯 肉毒杆
菌毒素因能舒展皱纹在美容界
声名鹊起。 记者今天从长沙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日前，该
局邮检办事处从一批来自韩国
的国际入境邮件中， 发现了40
支A型肉毒杆菌毒素针剂，没
有任何工商、药监、检验检疫等
相关部门的审批检验证明及相
关许可证件。 这是我省首次截
获违法入境A型肉毒杆菌毒素
针剂产品。

除针剂外，今年以来，长沙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陆续截获
通过国际邮件入境的涂抹型肉
毒杆菌毒素产品40批次， 共计
143盒，数量达4004支。邮寄人
为逃避检疫监管， 将入境邮件
内容虚报为“礼物”、“生活用
品”、“样品”、“日用品” 等。经
查， 这些肉毒杆菌毒素产品全
部为违法进境， 检验检疫部门
依法进行了退运或销毁处理。

据介绍， 肉毒杆菌毒素是
由肉毒杆菌在繁殖过程中所产
生的一种神经毒素蛋白， 具有
麻痹肌肉神经的作用， 可阻断
运动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息传
导，使肌肉松弛，起初被医学界
用于治疗面部痉挛和其他肌肉
运动紊乱症， 在治疗过程中意
外发现， 毒素能达到舒展皱纹
的效果，因此，引来许多“爱美
人士”购买使用。

而事实上， 肉毒杆菌毒素
是毒性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
被称作世界最毒蛋白质， 常常
用于制造致死性生物制剂。依其
毒性和抗原性不同，肉毒杆菌分
为 A、B、Ca、Cb、D、E、G 等 8 个
型，以A型毒性最强，1克未稀释
的粉末足以使2500万人丧命。

■记者彭雅惠通讯员陈泳

大学生用自己的身份信息
帮别人办理分期购物刷单，就
可轻松赚取好处费？近日，湖南
女子学院等多所高校的近百名
学生就被坑了， 他们帮人办理
分期购买手机的刷单业务赚
钱，结果中间人未按约定退货取
消订单， 而是售卖手机后失联，
学生们陆续收到催款短信，面
临自己偿还分期贷款的窘境。

9月23日，记者联系上了湖
南女子学院的大二女生刘丽。
“今年6月，学姐徐英介绍帮人刷
单的兼职， 通过在分期乐网站
分期购买手机，帮人刷单，对方
承诺收到手机后会退货取消订
单，所以不会偿还债务，我们会
获得50元一单的好处费。”刘丽
说，出于对学姐的信任，她和其
他同学都按要求在网站上办
理了分期购买手机的业务。

手机寄到学校时，由徐英
统一去领取。“徐英还拿了一
些合同让我们签，然后把手机
交给一个叫范然烈的人，我们
则顺利拿到50元好处费。”刘
丽说，直到8月，大家陆续收到

了网站发来的催款短信，而范
然烈却已联系不上，她们才意
识到被骗了。涉及的大学生有
近百人，还包括湖南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等其他学校的学生。

据了解，分期乐是一家专
门针对大学生的分期购物网
站。记者联系网站客服，对方
称，用自己身份信息办理分期
购买手机的刘丽等大学生，手
机未退回， 订单也没有取消，
而且不少人已出现了逾期。

这些学生的欠款少则数
百元，多则数千元，绝大多数
学生只还了前几期的分期。事
后大家才知道，中间人范然烈
并没有按约定将手机退还并
取消订单，而是将手机出售套
现，再用套现的钱偿还分期的
债务， 由于欠下的钱越来越
多，现在大家已联系不上他。

而介绍这一兼职业务的
徐英也直呼自己是受害者，“我
也上当了， 联系不上范然烈。”
目前，学生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学校也已介入调查此事。
■记者潘显璇实习生卓凌宇

本报9月23日讯 “长沙有
的士在车上安装了最新电子终
端屏幕，方便乘客刷卡。”今天，
长沙市民郑先生致电本报称，
他早上在乘坐的士时发现了这
个新的电子终端屏幕，“如果的
士公司有什么安全信息还可通
过这个屏幕及时通知司机。”

记者调查得知， 该电子终
端屏幕是以前的士上GPS的一
个升级版， 该终端不仅新增了
APP接单、司机管理系统，还对
支付上面进行了改进， 市民只
要有带芯片的银联银行卡就能
支付车费。

【的哥】
更安全，还可防黑车

上午10点， 记者在一辆秀
峰的士上看到， 最新电子终端
屏幕约10厘米高、15厘米长，
另一头连着一个读卡、刷卡机。
屏幕最上面显示的是该台的士
司机及车牌号码信息； 屏幕正
中间是几个APP程序， 包括星
城召车、 快的、 滴滴等打车软
件，以及路程规划和平台短信；
屏幕最下面是120、110、122等
报警电话标识。

“新终端屏幕确实比以前
的要好一些， 不仅有各种打车
软件方便接单， 还提高了我们
的安全保障。”该车司机邓的哥
打开屏幕上的平台短信向记者
展示，“这里会及时把一些安全
信息发送给我们。”

记者看到， 里面最近的一
条提示短信是22日晚11点21
分发送的，内容为“今晚12点武
广停电， 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安
全，如有危险请自行报警”。

邓的哥指着屏幕下几个报
警电话说，“只要点一下就直接
拨出去了，不用拿手机拨号，接
线方会通过GPS定位知道我现
在的位置。”

车子发动后， 邓的哥拿出
张签到卡在读卡机上刷了下，
屏幕上显示出关于这台的士的
驾驶员姓名、所属公司、服务监
督电话等信息。“我们每个人都

有张签到卡，上班前都要刷卡，
我们的信息就会在屏幕上显示
出来， 这也很好地防范了黑
车。”

【解读】
可用银联卡“闪付”

随后， 记者在长沙市公共
客运管理局的指引下联系上了
负责安装新电子终端屏幕的湖
南赛格车圣导航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一名负责人表示，新
的电子终端屏幕就是以前出租
车GPS的一个升级版，“保留了
原先所有GPS的功能， 还新增
了APP接单、司机管理系统、支
付方式等功能。”

“以前长沙市民打车大多
是付现金，刷公交IC卡比较少。
装了新电子终端屏幕后， 可直
接用银联卡‘闪付’。”该负责人
说，“‘闪付’是不用输密码的，
但对卡有要求，必须是芯片卡，
还要开通‘电子圈存’功能。”

电子圈存就是把你卡里的
钱直接圈存（存入）IC晶片上，
最多只能圈存1000元。该负责
人说，“这个新的电子终端屏幕
都是免费安装， 整个长沙的出
租车都会逐步安装， 目前已装
了1000多台。”
（市民郑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
30元） ■记者 丁鹏志

长沙的士装备升级，打车可“闪付”
新装电子终端屏幕，新增APP接单、银联卡支付等功能 上千的士已安装

圈存， 就是将消费者平
时从银行户头中提现消费付
款的方式变成将从银行户头
中的钱直接圈存（存入）IC晶
片上， 亦即有了电子钱包，这
样一来，消费者就免除携带现
金找零、遗失、伪钞、被抢之风
险。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在网
点把钱存入主卡中，再分配到
下面的副卡。圈存的资金大多
是个人在特定的消费环境下
进行刷卡消费的。

株洲年底基本消除非法改拼装车辆上路

新疆来湘采购27列地铁列车

帮人在网站刷单分期购手机就能得钱？

为50元好处费
百名学生被坑

先还清欠款，避免出现信用污点

我省截获4000余支
肉毒杆菌毒素产品
1克未稀释粉末
可致2500万人丧命

9月23日，长沙一辆出租车装上了新电子终端屏幕，该终端不仅新增了APP接单、司机管理系统，还可以用银联卡
“闪付”车费。 记者 丁鹏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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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存即为“电子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