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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连线

“黑车”频现,长沙突击夜查
“这两天这个路口就像个停车

场，走路都不方便！”9月12日，在长
沙解放西路逛街的市民王先生表
示， 自滴滴出行宣布9月8日起暂停
提供深夜服务， 不少黑车又集中出
现在街头。

为防止黑车回潮及出租车拒
载、甩客、议价、宰客等顽疾重现，9
月13日凌晨，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
局开展“铁军1号”突击行动，共查获
13台违法违规车辆。 包括6台无牌
“假出租”、2台安装使用“跳跳表”出
租车、1台拒载出租车、1台涉嫌非法
营运网约车、3名出租车驾驶员无证
上岗。执法人员还在一辆无牌“假出
租”车上发现了80元假钞。

长沙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提醒，
市民如在出行过程中遭到权益损
害 ， 可 保 留 相 关 证 据 拨 打
0731-84767737或12345举报。

■记者 陈柯妤 通讯员 李茜

本报9月13日讯 酒后
驾驶被查，罚了款扣了证，却
不引以为戒，4年后再次因酒
驾被交警拦下。 听说这次要
被拘留， 长沙人刘某后悔不
已：“我以为只要扣证、 罚款
呢！”今天上午，长沙天心交
警大队集中传唤一批二次饮
酒后驾车的违法驾驶员接受
处置。民警提醒，二次酒驾被
查 处 ， 将 面 临 罚 款
1000-2000元，10日以下拘
留，吊销驾驶证，并且两年内
不得申领的处罚。

8月23日，长沙天心交警
大队机动中队在新开铺路丽
江路口对酒驾违法行为进行
整治时， 一辆减速想靠边停
车的黑色小车引起了民警的
注意。

民警马上将该车拦下。
经测试， 司机刘某血液中酒
精含量为54mg/100ml，达到
饮酒驾驶标准。而当交警对刘
某进行身份信息核实时，竟意

外发现刘某在2014年曾因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过，这次
属于“二次酒驾”了。

今天上午11点， 刘某来
到天心交警大队接受处罚。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与第一次
酒驾不同， 这一次除了罚款
扣证，他还将面临行政拘留。

“之前不知道二次酒驾
的处罚力度， 今后保证决不
再犯。”得知处罚结果，刘某
后悔不已。 目前刘某因涉嫌
二次酒驾， 将面临罚款1500
元，行政拘留7天，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且两年内不能申领
的处罚。

天心交警大队机动中队
民警刘兵介绍，“二次酒驾是
指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
罚，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情况。 有过酒驾记录将会
被终生记录在案， 再次酒驾
均会被从严处罚。 ”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孙玲芝 郎玲

本报9月13日讯 “碰瓷党”
是广大车主最深恶痛绝的，面对
这些“戏精”，车主们斗智斗勇，
也有不少人吃了哑巴亏。 近日，
长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多
起关于“碰瓷”的报警电话，作案
者均采用共享单车作案，主要针
对无行车记录仪的摩托车和三
轮车。长沙警方提醒，小心此类
新的碰瓷方式。

避开监控
使用共享单车碰瓷

9月初， 长沙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星
沙二区33栋的拐角处发生一起
三轮摩托车与自行车相撞的交
通事故。

经调查发现， 这是一场典型
的“碰瓷”案件。受害人刘先生驾驶
三轮摩托车通过该路口，与小车会
车时避让不及“撞”上了一辆共享
单车，被撞者声称“骨折”要求赔
偿，协商无果，刘先生选择报警。

“半个月内， 长沙县已经出
现4起类似的案件了。”长沙县交
警大队122中队辅警滕召伟说，
近期发生的几起“碰瓷”案件的
特征和手法十分雷同，作案者年
龄均在16岁至21岁，且均使用共
享单车，针对摩托车或三轮车等
无行车记录仪的车辆作案。他们
避开监控区，利用其他车辆超车
或会车时需避让的时间实施“碰
瓷”。

作案常选早高峰
利用旧伤索赔

经过比对分析， 交警确定4
起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是有
团伙、有组织、有预谋的。“这是
一个多人交叉作案的犯罪团伙，
使用共享单车作为作案工具具
有随机性，而作案汽车也经常变
换假牌照或干脆更换作案车辆，
通常会选择比较偏僻的路段，避
开路面监控。”

交警介绍，事故发生后，作案
者利用身上的旧伤，向受害者索要
赔偿。并由所谓的“亲人”与受害者
进行谈判协商， 利用有些受害者
“怕麻烦”的心理，达成赔偿协议。

另外，“碰瓷”嫌疑人通常选
择在早高峰时候作案，利用受害
者急于上班、 怕麻烦等心理，促
使对方选择“私了”的方式解决。
“这些车主会认为， 报警了就要
配合做笔录接受调查， 觉得麻
烦。到时理赔还要进保，可能还
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犯罪分子
正是利用车主的这些心理，设下
了圈套。”

“遇到‘碰瓷’ 千万不要慌
张，应当马上报警。”交警提示，
不论是否遭遇“碰瓷”，车主都
应遵守交通法规， 如果遇到疑
似“碰瓷”，最好的方法就是保
持现场并立即报警， 耐心等待
交警前来处理，不要让不法分子
有机可乘。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陈瑶

“第一次听见有这种保
险”“这是创意保险产品，劳
逸结合又能经济实惠”。近
日，阳光保险推出“悦动保·
定期寿险”，产品上线当天就
吸引了众多客户的目光。

作为行业第一款基于运
动数据进行差异化定价的定
期寿险产品，“悦动保” 提倡
“保险+健康”理念，客户只要
每天坚持运动， 不仅能享受
到保费的优惠， 更能收获健
康的生活方式， 提高身体素
质，提升生活品质。

具体来说， 产品按照客
户近期每天的微信运动步数
对其进行健康评级，共分为3

档， 保费则按照健康评级来
收取。 健康评级从高到低分
别为优选体Ⅰ（8千步）、优选
体Ⅱ（5千步）、标准体（不提
供步数或步数不达标）。如果
客户每天行走8000步， 并坚
持一定时间， 保费可比标准
体便宜23%。整体而言，优选
体Ⅰ的评级将是同类免体检
产品中性价比非常高的产
品。以一名30岁男性为例，如
果保额为100万元，保障到60
周岁，缴费周期20年，那么在
此期间， 他的保费累计优惠
可达12000元。

■通讯员 李安琪
经济信息

诞生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的广发银行，自成立之初，就以
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今在迎来
30周年之际， 率先实现企业4天
开户。实际上，包括广发银行在
内的银行正在以科技为助力，通
过流程优化、产品创新、服务提
升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提升客户
服务体验，推动银企合作。

针对开户、签约、发卡多次
往返银行等问题，广发银行推广
开户签约同步进行，并且账号生

成即可同步办理各类签约业务；
针对填写表单多、经常重填的问
题，广发银行整合表单、协议，将
原来企业客户开户需填写的7份
表单整合成1份客户信息采集
表， 还将7份服务签约表整合为
一份综合签约表；此外，大力推
广电子渠道预约开户，目前广发
银行超过70%的客户选择通过
电子渠道预约开户和填单。

■通讯员 肖华
经济信息

保险改变生活
太平铸就希望

8月31日， 一群客户簇拥着一
面锦旗出现在太平人寿岳阳中心
支公司前台，锦旗上用大大的金色
字体写着“太平秒赔暖人心，信守
承诺服务真”。

送锦旗的主人公杨先生是一
位农民， 于2017年7月27日为自己
投保了太平人寿康悦医疗及乐享
无忧保险。2018年3月30日，杨先生
在住院期间被诊断出肺恶性肿瘤，
太平人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
医院慰问，之后客户先后办理五次
理赔，其中四次均为秒赔，收到理赔
款合计171586.57元。

■周航 邓永华
经济信息

“不到五分钟， 就把贷款办下
来了，秒到账，在农行用手机办理
‘微捷贷’3.9万元，4.78%的利率，真
的方便、快捷、实惠！”株洲鼎力公司
谢老板非常兴奋，不断夸赞农行帮
了他的大忙。这是农行湖南株洲分
行投放该市首笔“微捷贷”，成功帮
助谢老板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据悉，9月6日， 农行首个全
线上运作的小微企业融资产品
“微捷贷”成功上线，额度最高可
达100万，无抵质押担保，纯信用
方式发放贷款。同时，依托大数
据分析技术构建云评级、云授信
和云监控模型，实现对客户的精
准画像，打造全流程线上运作的
贷款模式，真正实现了小微企业

融资的“秒申、秒审和秒贷”，有
效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的难题。客户可在手
机上或电脑上快速完成资料提
交、贷款申请以及合同签订等手
续，方便、快捷办理提款和还款。

9月6日，农行湖南株洲分行
在“微捷贷”上线首日，成功为7
家小微企业投放162.9万元贷
款，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资金周转
难题。近年来，农行湖南株洲分
行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把普
惠金融责任扛在肩上，为小微企
业注入金融活水，切实增强对小
微企业、农户、贫困人群的金融
服务能力。 ■通讯员 李春阳

经济信息

新“戏精”出没，骑共享单车“碰瓷”
长沙县半月出现多起类似案件 作案者均在16岁至21岁，主要针对摩托车和三轮车下手

农行湖南株洲分行“微捷贷”
为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广发银行率先实现企业4天开户

酒驾扣证就行了？二次酒驾将被拘
长沙交警集中传唤一批二次酒驾违法驾驶员

阳光保险“悦动保”积极传递健康理念

9月11日，长沙市雨花区黎托农贸市场完成提质改造，新装亮相。该市场内
每个摊位前都设有“智慧屏”，屏幕上可显现市民所购蔬菜的菜名、重量、价格及
蔬菜的来源地和抽检结果等，买菜者只要用手机扫一下屏幕，就能完成付账。

记者 徐行 摄

农贸市场
有了“智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