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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 一汽车
销售公司负责人伪造客户签名
与车贷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办
理贷款后再转移到自己的账号
上。今天，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检察院获悉， 这名汽车销
售公司负责人因合同诈骗罪、
盗窃罪而获刑。

曾某平今年34岁， 是两家
汽车销售公司负责人。 由于市
场不景气，加上公司高额房租、
日常维护费用、 员工工资等压
力， 要强的他不断借高利贷扩
大经营。没想到债务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 曾某平想到自己跟
客户代办车贷业务时， 客户留
下的申贷资料， 以及用于收取
银行贷款的银行卡。 为方便扣
取手续费， 曾某平获知了客户
的银行卡密码。于是，曾某平动
起了歪主意。

2016年3月，曾某平带着客
户留下的资料， 让公司员工冒
充客户， 以伪造客户签名的方
式骗取了车贷公司的信任，顺
利申请到6万元车贷。车贷到账
后， 因事先已掌握客户的银行
卡密码， 曾某平立即将钱转入
自己的卡中。 短短一个月时间
内，曾某平利用9位客户的申贷
资料骗取近100万元的贷款。

近日，法院开庭审理，以曾
某平构成合同诈骗罪、盗窃罪，
合并执行刑期十五年， 剥夺政
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万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郭沫杉 刘静

记者了解到， 冬季是婴幼
儿烧烫伤的高发季节，包括开水
烫伤、煤气火焰烫伤、化学物品
烫伤等。 仅株洲市中心医院，近
期，每天接诊两三例因烧烫伤住
院治疗的患者，门诊则更多。

如何预防婴幼儿烫伤？医
生提醒， 使用热水袋保暖时，
先检查是否拧紧，再用毛巾包
裹，手摸上去不烫为宜；给婴
幼儿洗澡时，应先放冷水后再
兑热水， 水温在40℃左右为

宜；暖气、火炉周围一定要设
围栏，以防孩子触碰；厨房门
上锁，不要让宝宝轻易进入厨
房；将可能造成烫伤的危险品
移开或加上防护措施；家庭成
员要定期进行急救知识培训，
并检查落实情况，时常提醒孩
子自我防烫伤。

婴幼儿一旦发生烫伤，家
长要保持冷静，快速进行急救
或送医，最大程度减少对孩子
的伤害。

12月19日 ， 邵阳市大祥区
美好社区建设项目指挥部透露，
今年该区组织开展创建的28个
“美好社区”，各施工单位正严格
按照工期进度紧锣密鼓地加紧
施工。

近年来，大祥区把“美好社
区” 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基层管
理、服务水平和市民幸福指数的
重大民生工程来抓， 在近2年完
成32个“美好社区”建设的经验
基础上，今年又在全区继续开展

“领导联点、部门帮扶”的“美好
社区”建设。区委区政府专门就
“美好社区” 创建工作进行了研
究部署，并成立了美好社区建设
项目指挥部， 通过领导联点负
责、部门结对帮扶的方式，整合
社会资源，指导 、支持 、推动“美
好社区”创建工作 ，区财政今年
为28个美好社区专门安排了配
套建设经费1340万元。

■ 陆益平 陈志强 胡晓建
经济信息

《内衣店“被直播”？你可能被看光了》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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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着电脑扑哧一笑，却不
知道镜头边也有人看着你“坏
笑”； 你习惯性地伸伸懒腰扯扯
衣服，可能还会被截图“留影”。
今年6月份， 本报记者对水滴直
播平台涉嫌“被直播”展开调查，
发现平台漏洞百出（详见本报6
月10日A06版《内衣店“被直
播”？你可能被看光了》）。近日，
水滴直播平台被指侵犯公众隐
私一事持续发酵。

12月20日，360公司宣布主
动、 永久关闭水滴直播平台。水
滴直播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个
过程中水滴直播平台的一些功
能存在争议，也存在被恶意利用
的可能。

被商家直播
一半用户表示不知情

今年6月10日， 本报记者接
到网友爆料，在水滴直播的网络
平台上，能看到湖南监控区域的
实时直播。记者在水滴直播平台
搜索“湖南”，页面竟浮现出531
条直播窗口。衣服店、小吃店、商
场，甚至居民家中，打开直播窗
口就能够观看直播。

除了内衣店、美食城等公共
场所之外，办公室、居民家中等
私人空间也同样在进行直播，音
画同步， 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在
一家名为“收银2”的直播窗口，
记者发现是一家商场的服装专
卖店。镜头对准的位置刚好是一
排试衣间。直播的评论区，不少
网友正在谈论， 并留下“腰好
细”、“腿好白”、“能看到试衣服”
等露骨评论。

记者在多家直播店内体验，
发现大部分直播画面十分清晰，
且音质效果很好。记者在多家店
进行测验，以平常说话的语速和
音量，随口说出了自己的支付宝
账号，而在店外的另一名记者通
过手机直播，可以清晰地听出记
者所说的每一个字，并将账号一
字不差地记了下来。

调查期间，记者搜索“湖南”
或“长沙”，每天的数据还在不断
更新。直播中少则几十上百人观
看， 最多的则显示有53万人观
看。其中，多数平台留有定位信
息，可锁定直播位置，甚至还能

够通过地图模式来进行选择观
看。在记者走访的多家直播用户
中，有商家用户表示自己是主动
进行直播。有的是餐厅为了吸引
客人， 有的是店主为了监督员
工， 有的是屋主为了预防小偷。
但在走访中，超过一半的用户表
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直播”了。

“被直播”持续发酵
360宣布关闭水滴直播

今年12月12日， 一篇题为
《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
盯着我们看了》 的文章引发网
友关注。 文章称，360旗下水滴
直播平台侵犯公众隐私，多个3
60智能摄像机用户将自己在餐
厅、网吧、健身馆等公共场所监
控到的视频， 在360旗下直播平
台———水滴直播进行直播，导致
其他用户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网
友可以通过直播观看、点评摄像
头下公众的“一举一动”。

12月14日， 有媒体报道，大
量成人视频现360摄像机水印。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次日迅速
回应，已协调相关部门深入调查。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于
12月15日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利用网
络制作、传播淫秽色情等有害信
息，均属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
予以严惩，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同时，相关互联网企
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大对
此类产品的内容安全管控力度，
有效防范各类有害信息传播。

12月20日，360公司主动宣
布：永久关闭水滴直播平台。“我
们已经尝试了AI等技术，希望能
够在满足部分用户直播需求的
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隐
私安全。” 水滴直播产品经理张
西胜表示，“但是经过技术团队
的努力，我们发现技术不是万能
的。出于对用户负责的态度和用
户至上的理念，综合分析后我们
决定关闭水滴直播平台。”

在主动关闭水滴直播平台
前，水滴直播已经将平台上所有
涉及到有人员流动的公共场所
的视频直播全部下线，仅保留精
准扶贫、生态农业等纯公益性直
播。 ■记者 张浩

吃饭试衣都直播，“水滴”被永久关闭
曾被指侵犯公众隐私 仅保留精准扶贫、生态农业等纯公益性直播

邵阳市大祥区建设“美好社区”便民惠民

销售商仿冒客户签名
诈骗百万获刑15年

1岁宝宝重度烫伤
穷父母求爱心捐助

本报12月20日讯 今天
上午，家住株洲县的杨先生向
本报记者求助称，12月4日，一
岁多的女儿琪琪在她妈妈转
身离开几分钟，腿被开水严重
烫伤， 受伤面积超过20%，危
及生命。经医院救治，孩子已
脱离生命危险，但孩子后续治
疗费用仍困扰着这个家庭。

据悉，杨先生育有两个女
儿，因为自己忙餐馆的生意，孩
子一直由妻子连女士照顾。4
日，因为大女儿感冒，妻子先喂
其吃药， 考虑到小女儿琪琪会
走路了，就让她在旁边玩耍。可
才过了几分钟， 就听见琪琪的
哭声，等妻子跑过去时，发现热
水瓶倒在地上， 琪琪双腿被烫
伤了。“热水瓶放在角落里，不
知道她是怎么碰倒的。”

夫妻俩赶紧把小琪琪送
往株洲市中心医院， 经检查，

小琪琪全身的烫伤面积超过
了20%， 主要烫伤的是下半
身、大腿。该院烧伤整形科副
主任医师陈军介绍：“如果小
孩烫伤面积超过10%，很容易
发生休克， 好在抢救及时，目
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小琪还要住院观察近两
个月，还要动两次手术植皮。”
杨先生说，夫妻俩此前在株洲
县南阳桥开了家快餐店，由于
生意不好，一直亏损，积蓄全
都搭了进去。 琪琪被烫伤后，
快餐店更是无法经营，夫妻俩
已将门面退租。“向亲戚、朋友
借的5万元都快花完了， 不知
道该去哪里筹钱了。”

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帮
帮小琪，可联系杨先生，电话
号码：18890220560。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宋玺

冬季易发婴幼儿烫伤 家长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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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尾砂地
变身生态公园

12月19日，航拍的郴州市苏仙区东湖公园。这里曾经是一条恶臭的小河，周边
土地全部被尾砂所包围，重金属污染严重。近年来，当地通过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在此修建东湖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贺茂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