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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 今日上
午， 记者从国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获悉，我省正在实施互联
网+智慧能源行动计划，开通
了智慧能源公共服务平台。今
后，市民在移动终端上就可以
查到家庭用电的消费数据和
金额，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水电
气一站式缴费等服务。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是一
个开放性、 兼容性基础平
台，通过上位机或移动客户
端监测建筑物实时冷热流
失量， 进而自动调节建筑物
的冷热供给，实现各分布式
智慧能源站运行状态可视
化、 远程无人值守； 通过分
布式数据管理系统和社会
各行业拓展模块的开发构

建城市综合智慧交互平台。
国家电网湖南综合能源

公司副总经理寻文革介绍，
目前我省已经开启“互联网
+智慧能源”新时代，通过大
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 为政
府和社会大众提供节能降
耗、 减排增效等政策的数据
支撑。接下来，我省还将结合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和自动控制等技术， 开发交
互式客户端（App），居民可
以随时监控家里的情况，同
时， 交费方式上可以选择互
联网服务模式， 在移动终端
上就可以查到消费数据和金
额， 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完成
水电气一站式缴费等服务。

■记者 刘璋景

6月5日上午，在长沙市开
福区青竹湖街道太阳山社区，
众多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前坪
为电动车办理备案登记。这是
长沙市首次实施电动车智能
防盗和备案登记制。

电动车可“天网”追踪

为防范电动车失窃，开福
区政法委和公安分局联手街
道、社区,为辖区内的电动车
进行智能防盗管控及备案登
记。居民在登记备案时需要向
工作人员提供本人身份证、电
动车合格证、车辆购置发票原
件等资料，经查验无误后才可
办理。

“电动车防盗登记后，车
主将获得三年车辆防盗服务、
三年车辆盗抢保险和防盗备
案号牌。三年服务期满后，车
主可以自愿续费续保。”现场
负责安装防盗系统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我们会在车辆
隐秘部位安装防盗芯片，车
辆在骑行过程中芯片会发出
实时信号， 方便追踪行车轨

迹。 而且电动车主登记后的
数据会统一录入该公司的数
据平台， 并与公安的数据系
统对接。 如果车主的电动车
被盗，我们就可以通过车载定
位和公安系统的‘天网’进行
追踪。”

60天内车辆未追回可理赔

工作人员还表示：“平时
车主可通过手机操作对电动
车进行电子锁车，锁车后车辆
若发生异常移动，车主将在第
一时间收到短信提醒。一旦发
生电动车被盗，若报案后60天
内车辆未追回，则由保险公司
给予理赔。”

车主可自主购买100元的
第三者责任险， 保险年限为三
年，最高可以获得6000元的意
外医疗费用以及2万元的个人
第三者责任赔付。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开福
区外，长沙市其他区县也在分
批次进行电动车备案登记工
作。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汪梦媛 通讯员 李璇

本报6月5日讯 今天，记
者从中国人保财险长沙市分
公司获悉， 为了方便上班族，
人保财险在长沙市场推出了
“理赔夜市”服务，理赔网点窗
口服务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
半，成为长沙首家试水“理赔
夜市”服务的保险公司。

5月1日开始，人保财险长
沙市分公司推出了“理赔夜
市”服务，每周一至每周五的
12:00-14:30及17：30-20：30，

市区所有网点都增设“理赔夜
市”服务窗口，有条件的网点
还结合实际进一步延长服务
时间， 并有专人负责理赔咨
询、单证收集、小额快赔等服
务。

数据显示， 从5月1日至
今，“理赔夜市”已为1323位市
民提供了服务，累计处理各类
案件1210件。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程彩明实习生戢伟豪

长沙分批次实行电动车智能防盗监控和备案登记制

电动车被盗，60天内未追回可理赔

长沙有了保险“理赔夜市”

一个App即可完成水电气缴费

6月5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太阳山社区前坪，一辆电动车正在安装防盗备案号牌。 记者 丁鹏志 摄

高铁站拾“巨款”交警方

浙江湖州市公安局一名
高姓警官介绍，5日晚7时许，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公安分局
织东派出所接到辖区市民杨
女士求助称，5日11时许，她
在长沙南站入口拾到一个红
色手提袋，发现内有现金。下
车后，就找到了派出所民警，
经清点， 内有5万多元现金。
为了尽快找到失主， 警方通
过网络发布这条消息。

为何没有第一时间上交
手提袋？高警官说，他也询问
了杨女士，据杨女士介绍，长
沙到湖州的高铁， 上午仅11
时32分一趟，一旦错过，就只
能乘坐下午的车， 担心误车
又怕其他人捡走， 于是拾起
手提袋上了车，下午4时许抵
达湖州， 她回家看望离别10
余天的儿女后， 就急匆匆地
赶到了当地派出所。 高警官
还说， 等他们与失主核对信
息无误后，就会送还这笔钱。

两地警方联手寻失主

记者从湖州警方了解
到， 失主姓谭， 从事珠宝生
意， 且手提袋及一些票据上
都印有“张万福”字样。记者
第一时间将消息转给了张万
福珠宝运营总经理李纲，在
获悉本报提供的消息后，其
立即将相关消息转发至客户
微信群里， 确认了失主谭女

士就是该品牌一位加盟商，
并提供了她的联系方式。

记者电话联系了失主谭
女士。谭女士回忆说，5日上
午11时， 她乘坐出租车在
长沙南站候车层下车，准备
乘坐高铁前往衡阳办事，因
为行李箱拉链未拉好，匆忙
中，行李箱里一个红色手提
袋掉了出来，遗落在落客平
台。“11时02分， 我过安检
时，发现拉链开了，才发现
装了5.5万元货款的袋子不
见了。”谭女士说，等她返回
寻找时，却不见手提袋的踪
影。情急之下，谭女士只好
向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求
助。

接到求助后， 车站派出
所民警立马调取了监控视
频，发现上午11时02分，在谭
女士离开后不久， 一名女子
从一辆黑色小车下车后，捡
起了地上的红色手提袋，随
后走进了候车厅。 民警查看
进站口的人脸识别系统，确
认该女子坐上了开往浙江方
向的高铁， 随后又调取落客
平台的监控视频， 锁定了黑
色小车的车牌， 联系该车所
在的公司后， 才获得了那名
乘客的电话。

晚上8时，民警电话联系
上拾到手提袋的杨女士，才
知道其已经将手提袋交至当
地派出所。“我们跟当地警方
确认了，钱没有少，他们会派
专人送到长沙来。”

5.5万元遗失9小时，千里外寻得下落
女乘客拾获后从长沙南站带到浙江湖州，湘浙警方联手找到宁乡失主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下午，湖南
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会徽、吉
祥物发布暨开幕倒计时100天启动
仪式在湖南工业大学举行。 本届大
运会定于9月15日开幕。

据介绍， 本届大运会录用会徽
作者为张瑞， 会徽以湖南省简称
“湘”的首字母“X”演化为基本单元
的星形，并由11颗闪亮的“大学生之
星”组成“大学生”英文首字母“U”，契
合本届大运会举办届数“11”的寓意。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刘翔

省第十一届大运会
会徽、吉祥物揭晓

本报6月5日讯 公务活动用餐
支出不再通过现金， 而改为扫二维
码结算。从今年6月份开始，宁乡市
在全省率先实现通过“互联网+”手
段， 实现公务活动用餐扫二维码支
付餐费、 以微信消费记录截图作为
付款凭证。

“以前到乡镇调研，为了交伙食
费要提前准备好零钱， 现在扫码支
付方便多了!”今天中午，宁乡市政
协副主席杨志武一行6人到花明楼
镇调研时， 按照中餐40元/人·餐的
标准， 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了午餐费
240元。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宁乡市
要求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
展公务活动用餐，如果机关所在地城
区的单位工作人员到城区范围以外，
乡镇和街道工作人员到所属辖区范
围以外开展公务活动，如需接待单位
安排工作用餐的，原则上接待单位食
堂就餐，应自觉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
费用。工作人员回单位后，凭接待单
位开具的“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
结算收据”回单位报销。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姜润辉

公务用餐，扫码交伙食费

“多亏了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的民警和湖州警
方，还有杨女士，要不是他们，这笔5.5万元的货款
就该我自己来赔了。” 家住长沙宁乡的谭女士满怀
感激地说。

6月5日晚间， 浙江湖州警方发布了一条急寻失
主的消息称，5日上午11时， 当地辖区市民在长沙南
站乘车时， 拾到一个装有5万多元现金的红色袋子，
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到，通过长沙、湖州警方的努力，已经联系上失主。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