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日上午， 湖南省第八届
“中银信用卡·银联杯”业余网球团
体邀请赛在湖南省网球中心拉开
帷幕。本届赛事由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湖南省网球协会、中国银联
湖南分公司联合主办，吸引了广东
蓬勃网球俱乐部等十六支队伍、数
百名选手参与。

本次比赛采取“团体邀请赛+分
组循环赛+复赛淘汰制” 的复合赛
制，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选手们
切磋技艺、以球会友，既赛出了水平、
也赛出了风格，既赛出了成绩、也赛
出了友谊。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最
终株洲海力、常德财鑫、泰嘉集团三
支代表队分别摘得冠、亚、季军。

自首届“中银信用卡杯”业余网
球赛以来，中国银行湖南分行已携手
网球运动走过八个年头，网球运动文

明、高雅、健康、时尚，中国银行担当、
诚信、专业、创新，两者彼此契合、相
得益彰， 共同为体育事业促发展、谋
未来。八年里，“中银信用卡杯”这项
赛事的影响日渐深远，成为以湖湘为
源头、向全国辐射的业余网球重要赛
事，这既是广大球友切磋交流的温馨
平台，也是业余网球各位大咖们“华
山论剑”的高水平竞技场。

中国银行信用卡具备“环球精
彩 一卡尽享”的国际化优势，也为
网球运动、 为体育事业竭诚服务。

其中，中国银行牵手中国女子网球
名将——李娜， 见证了大满贯冠军
巅峰背后的故事， 推出了李娜亲笔
签名的“随心女人信用卡”。同时中
国银行延续了2008北京夏奥会的
情缘，荣耀成为2022北京冬奥会的
官方银行合作伙伴，陆续发行“冬奥
主题信用卡”、“冰雪主题信用卡”，
并发布“中国银行冬奥冰雪运动计
划”，全面助力国家倡导的冬奥周期
内“三亿人上冰雪”的运动健康梦。

■通讯员 李忠波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5日讯 江西
13岁少年坐天窗撞上限高
栏不幸身亡,让不少人关注
车辆天窗这一话题。长沙市
民发图片举报湘江世纪城
附近，一辆路虎小车中孩子
上半身伸出天窗外，而当民
警接到警情后发现，该车牌
对应的是台白色东风小车。

昨晚，这台白色路虎车
在湘江北路被民警拦下，面
对民警为什么变造号牌的
询问，驾驶员称，车牌上的
数字“魔术贴”是孩子贴上
去的……

幼童探出天窗
被网友举报

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号
接到群众举报，11月1日下
午2点多， 在湘江世纪城附
近， 一台牌照为湘A5D301
的路虎越野车上有一个小
朋友将身体探出车外，十分
危险。

接到警情反馈后，长沙
交警机动大队进一步查询
发现， 湘A5D301对应的是
一台白色东风小轿车，而该
路虎车涉嫌套牌。通过分析
研判，民警判断该路虎越野
车真实牌照很可能是湘
A5D30L, 涉嫌变造机动车

号牌。民警立即根据行车轨
迹对该车实施查缉。

涉嫌变造号牌
被罚款拘留

昨晚10:30， 民警在湘
江路北辰三角洲路段将该
车拦下，民警从该车前后牌
照上取下了磁力“魔术贴”
数字“1”。驾驶人邓某称忘
带证件了，面对变造号牌的
“魔术贴”， 邓某称不知情，
是家里孩子干的。听说可能
要被拘留时，邓某口里一直
说着“配合，一定配合”，趁
民警不备，他把包往车里一
扔，拔腿就跑，没跑出几步
就被民警逮住。

随后，民警将邓某带回
大队调查，邓某苦苦哀求民
警“罚款多少钱都行，只要
不拘留。”

长沙交警支队机动大
队二中队代理指导员刘武平
介绍，邓某40岁，邵阳人，车
主是邓某的母亲。 邓某认识
到在车辆行驶中允许儿子将
身体伸出车外的危险， 同时
承认网购“魔术贴”变造号牌
的交通违法行为， 邓某将被
处以驾驶证记12分、 罚款
3500元，并处15日以下行政
拘留的处罚。 ■记者 虢灿

本报11月5日讯“油烟大还扰
民，晚上睡不着觉。”家住株洲市石
峰区阳光爱琴海小区的业主谢女士
向本报热线求助， 称小区业主将住
房改成了私房菜馆， 营业时十分扰
民，向物业反映也没用。今日，三湘
都市报记者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求助】住宅楼私房菜馆扰民

谢女士告诉记者，私房菜馆就
开在隔壁的102室， 因排烟的管道
正好对着她们家，一到饭点，家里
就充斥着浓重的油烟味， 此外，还
经常打牌至深夜，“声音很大，吵得
睡不着觉。”

谢女士说， 自去年7月入住以
来，她曾多次找私房菜馆负责人沟
通油烟、噪音扰民问题，但噪音扰
民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住房怎么能做饭店， 希望还
我一个安宁舒适的生活环境。”谢

女士说道。

【现场】 饭桌麻将桌一应俱全

5日上午10点30分，记者赶到
谢女士居住的小区， 在102室的门
口处悬挂有“欣雅小院”的招牌，记
者走进房间看到，附一楼有一处书
法创作的地方， 而在一楼设有4个
包间， 其中两间摆有两个大圆桌，
可供近20人用餐，还设有一个麻将
室和茶室。在大厅的茶台上有一个
微信支付二维码。

记者在厨房看到，有5人正在切
菜做菜，桌子上还备有大量食品原材
料、调味品，3个电饭煲。记者还发现
了两张5日当天的菜单，一张12道菜，
一张10道菜，其中包含松茸烧鸡、红
烧水鱼、蒜香排骨等菜品。

对于这些不同于普通家庭的
异常情况， 房主韩先生解释说，妻
子是石峰区书法协会的会员，朋友
多又好客，所以平时来家吃饭的特
别多。

而此前，记者拨打“欣雅小院”
的订餐电话，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
中称，店里可接受订餐，但今日已

订满， 他建议记者提前一天预订。
记者还从在该场所用过餐的小区
居民口中获悉，常有陌生人前来用
餐，是付费消费场所。

【食药监】
涉嫌“私房菜”，责令停业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至了株
洲市食药监局石峰分局田心所，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场所未
办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
及从业人员健康证。“将居民房分
割成好几个包厢， 还设有麻将桌，
有‘一桌餐’、‘私房菜’的嫌疑，已
要求他们停止对外经营。” 执法人
员介绍道。

目前，株洲食药监、工商、税务
等部门正在开展联合行动，发布了
针对“一桌餐”“私房菜”的治理文
件，并在各小区、写字楼张贴了相
关公告， 对于无证经营的餐饮单
位，将依法进行取缔。市民若发现
了无证无照经营的餐饮单位可拨
打食药监12331进行投诉举报。

■记者 杨洁规

本报11月5日讯 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未
办理营业执照的美容机构，
就从事注射玻尿酸、 肉毒素
等医疗美容服务。近日，株洲
市芦淞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
行医罪、 销售假药罪依法批
捕了犯罪嫌疑人刘某。

刘某毕业于株洲市某
职业学校文秘专业，毕业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北京
某机构有开设微整形学习
班，便报名参加了为期15天
的微整形培训，培训内容主
要是学习如何注射玻尿酸、
肉毒素等。

“学成”后没有多久，刘
某就在株洲市芦淞区开设
了一家美容院，主要从事微
整形、皮肤保养管理、注射
玻尿酸和肉毒素等。

经调查，刘某无医师执
业资格证，其经营的美容院
亦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及工商营业执照。

2016年受害人小喻通
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刘某，曾
在刘某经营的无名美容院
注射了瘦脸针和玻尿酸，效
果似乎还不错。

今年4月1日凌晨，小喻
要求刘某到长沙某酒店为
其再行注射玻尿酸。因酒店

客房灯光光线较暗，刘某在
给小喻注射第二支玻尿酸
的时候，不小心将玻尿酸注
射到了小喻额头的血管里，
小喻出现额头出血、眼睑下
垂、视力模糊的症状，先后
在长沙市中心医院、湘雅二
医院紧急就诊，经诊断为左
眼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眼
动神经麻痹。

后经湖南省芙蓉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小喻损伤程
度为重伤二级、评定为十级
伤残。

此外，2017年1月，刘某
还以2400元的价格将三种
韩文标示的药品销售给小
喻，并要小喻自行去诊所吊
水。

后经株洲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鉴定，该三种韩
文标示的药品属于假药。

据刘某供述，其给小喻
注射的玻尿酸、 肉毒素、美
白针等全韩文标示的美容
产品，均是其从在北京学习
时认识的、仅有一面之缘的
廖某处购进的，至于廖某是
何处购进这些药品并不知
情，对于这些药品的生产厂
家、生产地址等情况也并未
核实。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易莎娜 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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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娃探天窗被举报！一查是辆套牌车
车主称“魔术贴是孩子干的，不知情” 驾驶员涉嫌变造号牌被罚款拘留

15天“速成美容师”
致人伤残被捕

住宅楼设“一桌餐”，房主说是请客吃饭
食药监：涉嫌“私房菜”，责令停止营业

我省第八届“中银信用卡·银联杯”业余网球团体邀请赛圆满落幕

11月1日下午，长沙湘江世纪城附近，一个小男孩
从一辆白色路虎小车上探出上身玩耍被市民拍照。

11月5日上午，长沙市交警支队，民警展示路虎小车变
造号牌使用的“魔术贴”。 记者 虢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