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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0日讯 株洲河东湘
江风光带的建设正按计划推进。
湘江株洲城区河东段综合治理工
程指挥部的最新消息称， 河东沿
江路株洲大桥至天元大桥段已基
本竣工，将于本月30日通车。

沿江路株洲大桥至天元大桥
沿线全长1.56公里， 虽距离不长，
但其沿株洲最为繁华的中心商业
区修建，因而十分重要。原沿江路
机动车道为双向两车道， 已不能
适应出行需要。经改造，道路拓宽

至双向四车道。“将极大地缓解建
设路的交通压力。”该项目负责人
吴罗奔介绍，目前，该路段已完成
机械土石方工程、排水工程，路灯
基础已预埋完毕， 机动车道沥青
下面层已摊铺完毕， 即将进行机
动车道沥青上面层摊铺工作。

与此同时， 株洲河东风光带
的两个重要景点风袂亭、 长滩水
韵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收尾，定
于4月30日对外开放。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潇雅

株洲河东风光带沿江路
株洲大桥至天元大桥段月底通车

4月20日上午，在长沙市开福区鹅羊山码头，百万尾鱼沿着放流槽顺流而下奔向湘江，成功入住“新家”。
当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凤亭社区联合长沙市农委、长沙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开展了主题为
“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的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朱陵 摄影报道

本报4月20日讯“白纸黑字
借出去的钱，现在说不认就不认，
天底下没有这个理！”在法院审判
庭里，张先生一脸怒气，没想到用
POS机刷卡借钱， 借款人却不认
账了。今天，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公布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POS刷卡无法证明是借款

庭审中，张先生拿着一大叠借
条，本以为能一帆风顺，谁知借款人
万先生当庭否认大多数借款。

万先生在庭上辩称， 仅写了
借条、签了合同，但没有实际支付
给他， 而张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
里的多笔交易都是POS机刷卡消
费，这与借款无关。

对此，张先生情绪很是激动，
因与万先生是熟人， 他才使用万
先生提供的POS机刷卡给付借
款。岂料会弄出这样的麻烦。

天心区法院发现， 张先生起
诉万先生共计101万元借款， 分五
笔给付，其中前三笔共计44万元是
通过POS机刷卡消费方式给付的，
后两笔借款共计57万元均通过银
行转账方式给付。由于证据充分，法
院对后两笔借款予以确认。

但对于前三笔通过POS机刷
卡消费的借款， 张先生所持有的
证据是银行流水、 借条、《借款合
同》及微信聊天记录，由于银行流
水仅能显示POS机交易代码，因
此无法证明与万先生有关， 案件
审理顿时陷入僵局。

一审判被告偿还全部借款

很快， 办案法官发现该案有
两处存疑：POS机前三笔消费金
额与三份借条、 借款合同金额全
部一致； 万先生也不可能在张先
生多次失信未给付借款的情况
下，还继续向其借款。

通过对这两处疑点的考虑，
经张先生申请调查取证， 合议庭
通过银行调查发现， 所有消费指
向的POS机均系某公司及某个体
工商户申请开设。

之后， 通过调取企业信用信
息， 发现该公司及个体工商户的
法定代表人、 经营者均系被告万
先生。至此，结合最初的借条、借
款合同， 合议庭一致认定上述
POS机消费的44万元均系张先生
借给万先生的借款。

2016年9月1日，天心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万先生偿还原
告张先生全部借款， 并依约支付
利息。同年12月28日，被告万先生
不服判决上诉后， 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判决驳回被告万某上诉，
维持了一审判决。

该案办案法官黎阳提醒群众
要谨慎借贷，特别是大额借款，一
定要保留借条（或者借款合同）与
支付凭证，二者缺一不可。打官司
打的就是证据， 没有转账凭证等
其他证据佐证，若不留点心眼，很
可能会让借出的钱一去不复返。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彭丁云 文天骄

刷卡借走44万元 借款人却不认账
长沙天心区法院公布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提醒：大额借款，借条和支付凭证缺一不可

本报4月20日讯 “有机
会， 一定要回去帮帮这些孩
子。”1990年， 曾祥来放弃在台
湾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舒适
生活， 频繁往来于大陆故乡与
台湾之间， 帮助故乡辍学的孩
子。他还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在
县城修建了一栋“助学楼”。

回乡探亲，
他决定资助贫困孩子上学

19岁时，曾祥来离开故乡怀
化辰溪，去了台湾。在台湾的日
子，曾祥来无数次遥望海峡对面
大陆的方向。

1988年， 曾祥来终于有机
会回到了辰溪洞潭村的老家。
踏上阔别了40年的故乡热土
时，他觉得一切都恍若隔世。家
乡给自己的第一感觉， 就是村
子相当贫困， 孩子们辍学的情
况严重。

“有机会，一定要帮帮这些

孩子。”1989年下半年， 曾祥来
第二次回到洞潭探亲， 这一次
他是有备而来，出资十余万元，
为村里修建了一条乡间公路，
还出资帮助困难乡亲购买耕
牛、修葺房屋。

同时， 他还动员村里辍学
孩子的家长， 凡是经济困难的
由自己资助上学。随后，曾祥来
又赶回台湾，与家人商量了自己
的助学计划。从此，他与故乡家
庭困难的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费建“助学楼”，
还邀子女来助学

1990年， 曾祥来从台湾的
单位退休。他与家人商量后，决
定抽出一年中的一半时间回到
老家辰溪居住， 以便陪护孩子
们更好地读书。 为了让孩子们
不用每天走读， 曾祥来特意在
县城租了个房子供孩子们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资助上学
孩子的队伍越来越大， 租住的
那两间房子已住不下了。

1993年， 曾祥来在辰溪县
郊区花了18万元建了一栋4层
楼房。 在当时这笔钱可是个大

数目， 他的举动让乡亲们大为
不解，直到房子盖好，大家才明
白这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孩子们
读书有个落脚的地方， 而他也
当起了孩子们的全职“保姆”。
这栋楼也被人们贴切地称作
“助学楼”。

后来， 一场百年不遇的洪
水，“助学楼”受损严重。为了孩
子们的安全和方便， 曾祥来拿
出自己最后一笔积蓄， 在离学
校更近的地方买下了一套楼
房。近两年来，每当经济出现困
难时，他会给远在台湾和香港、
美国的子女打电话， 要求经济
“支援”。 子女们也都是二话不
说就汇款， 让他的爱心得以延
续。

这些年来， 曾祥来资助过
的学生多达近百人。 那些受过
资助的学生， 很多都上大学参
加了工作，其中有教师，也有工
程师， 他们回到辰溪的第一件
事就是去看望这位“台湾爷爷”。

受曾祥来资助过的小熊，
如今也开办了一家私人学校，
“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能把老人
的爱心延续下去。”

■记者 张浩

“台湾爷爷” 为故乡辍学孩子圆梦
坚守27年，他用尽积蓄资助近百名贫困学生

百万尾鱼放入湘江

根据工作需要，拟采购一批“新湖南”定制 LED 触控大屏，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新湖南”定制 LED 触控大屏。 采购单位提供硬件核心参数标准、软件功能要求、外观设计元素
（“新湖南”客户端 LOGO），供应商按照相关要求提供定制产品。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
2、具备相关设备生产制造、经营销售或定制资质。
3、产品符合国家质量管理规定，并具备相关证书。
4、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咨询及索取标书
咨询电话：吴女士 0731-84329229，13973159159。

“新湖南”定制大屏招标公告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1日

本报4月20日讯 因与热门
电视剧中人物长相相近， 男子竟
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4月19日，
打人男子周某被抓获。

半个月前， 酒后的周某看到
KTV里有一名男子很像电视剧中
的反派。二话不说，周某冲上去就
问你为什么要加害检察官？ 男子
莫名其妙，回了一句神经病。

周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对
着男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嘴里
面还念叨着，“叫你加害检察官，
我打死你！”随后，周某趁机逃走。
受伤男子立即报警， 周某被上海
警方上网通缉。

据民警调查，22岁的男子周
某是湖南辰溪人。 从4月初开始，
周某迷上了一部热播剧。 因剧里
面的检察官受到公安厅长的加
害， 周某心中对公安厅长这个角
色愤恨不已。有时，周某甚至对身
边的朋友说：“如果再让我见到
他，肯定好好教训他一顿！”

周某犯案后， 见情况不妙当
天逃回湖南怀化老家躲避。 半个
月后， 他准备再次外出打工。4月
19日， 周某在怀化火车站乘车时
被民警发现，当场将其抓获，周某
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张浩通讯员 黎扬余少生

长得太像电视剧反派角色
男子莫名奇妙招来一顿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