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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在自己手里， 钱却被
人盗取；手机号码并未随意告知，
却总是接到各种骚扰电话。 隐私
泄露层出不穷， 财产受损现象频
繁发生，“我的信息安全吗？”已成
为个人隐私关注的焦点。 如何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 湖南建行温馨
提示，个人身份信息、财产信息、
账户信息、信用信息、金融交易信
息及其他反映个人情况的信息，
均需注意保护防止泄露， 以免造
成财产及其他损失。

（一）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的主
要原因：

1、 在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
下，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获取、兜
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歪主意；

2、 一些网络、 电话销售、保
险、贷款、汽车销售等公司的从业
人员，把自己掌握的“个人信息资
源”卖给了不法分子；

3、个人在浏览、登录网站，点
击中奖信息、 随便安装来路不明
的软件时， 不慎泄露了自己的信
息。

（二）如何保护个人的信息安
全？

1、不断增强安全意识，主动
保护自己的信息不被泄露， 做到
不随意注册、 填写自己的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银行卡号等私人
信息，主动防范信息泄露。

2、妥善处理好涉及到个人信
息的单据，比如快递单、银行卡刷
卡消费小票、ATM交易凭条，尤
其是银行金融业务单据， 处置不
当或随手丢弃， 就可能给犯罪分
子提供可乘之机。

3、不要轻易点击短信、聊天
工具或网站的可疑、不明链接，不
要连接未知或安全状况不明的
WiFi；个人电脑和手机一定要安

装有效的病毒防护软件， 谨防木
马病毒。

4、 不要轻信手机账户异常、
银行账户异常、 银行系统升级等
短信， 也不轻易回拨收到的异常
电话，如接到自称银行、支付机构
打来的电话， 应当重新拨打客服
电话进行核实。

建行湖南省分行消费者权益
保护部 经济信息

本报3月11日讯 小区物业服
务合同已经终止， 前期物业公司
却不肯退出， 一占就是2年多，让
新物业骑虎难下。前不久，物业还
以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为
由，把小区的业主告上了法庭，追
索其合同终止期后的物业费及违
约金。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对该起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
驳回了该物业公司的全部诉求。

事件：物业状告业主不交费

“从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
5月31日，她共欠缴物业费3608.9
元，由此产生了1245.07元的违约
金。”日前，长沙市天心区生活艺
术城小区前期物业公司把小区业
主李女士告上了法庭， 以存在事
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为由， 诉请

法院判令李女士如期支付应予缴
纳的物业费及违约金。

庭审中， 李女士委托了湖南
红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西菁参与
答辩。刘西菁律师认为，原告物业
公司的前期物业合同于2016年
1月15日终止，在新物业进驻时，
原告物业公司不愿撤场， 此事还
专门打了官司， 长沙中院二审也
是判令原告按期撤场，“他们要求
收取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没有依
据，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物业无权收取物业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业主大会
有权选聘与解聘物业服务企业，
业委会有权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
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
务合同。前期物业公司未中标，新

入驻的物业公司已经备案， 根据
法规， 前期物业公司应按约退出
小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
“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后， 业委会请求物业服务企业退
出物业服务区域、 移交物业服务
用房和相关设施， 以及物业服务
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和由其代管的
专项维修资金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退出、移
交， 并以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
关系为由， 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
务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物业费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此，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
依法驳回前期物业公司的全部诉
求。 ■记者 杨昱

3月11日中午，记者来到中
城丽景香山小区37栋事故发生
地，距离砂子塘吉联小学仅有50
米左右距离。该小区共有42栋楼
房，37栋前门正对一条小街，衔
接砂子塘吉联小学和古曲南路。

只见8个干粉灭火器散落一
地， 有些地块被砸出深深的印
记，周围已被物业公司拉起警戒
线。不时有市民三三两两讨论起
昨日蹊跷的惊险一幕，“还好昨
天放假，要是学生经过，那肯定
躲不过。”“是啊， 从那么高扔下
来，太缺德了。”

“算是捡了一条命，吓死我
了。”何老师回忆起昨天下午4点
半的一幕，长呼一口气。平息情
绪后他说道，当时，他买好菜，快
步往回走准备回家做饭，走到37
栋一临街早餐店门口，邻居老周
提醒他， 有人丢东西注意点，他
放慢脚步，不到一分钟后，一个
灭火器就在距他一米处“从天而
降”，“当时地上已经有三四个灭
火器了，没太留神，以为是小孩
子贪玩弄的。” 何先生心有余悸
地说道。隔了半小时左右，又有
几个扔了下来。

8个灭火器接连“空降”，路人被吓懵
事发长沙市雨花区中城丽景香山小区，现场距离学校仅50米 警方正全力追查肇事者

“当时那个灭火器
扔下来离我只有大概1
米远了， 砰的一声，（我
的）脑袋瞬间懵了。”3月
10日下午4点多，在长沙

市雨花区中城丽景香山小区开培训班的何老师，遭遇了
让他惊魂未定的一幕。所幸邻居的一声提醒，让他放慢
了脚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在现场发现，除了有灭
火器等消防器材外，还有一些奶
瓶等生活用品。“应该是10楼以
上的高层掉落的，听到声音后我
们往上看了下， 是从高层坠落
的。”邓女士说，她怀疑就是她所
住的37栋1单元住户所为。

该小区每层有4家住户，除
了消火栓外， 楼层旁配备有2个
灭火器。记者走访发现，邓女士
此栋13层、14层等楼层4个灭火
器确实“不翼而飞”，而消火栓封
条完好无损。由于楼道内没有摄

像头，当时也无业主经过，对调
查取证带来一定难度。

小区物业公司绿城物业相
关责任人认为，可能系精神障碍
患者所为，还在调查排查中。“报
警了，派出所也来调查了，还在追
查肇事者。”该负责人表示，将会
加派保安对附近楼栋进行巡查。

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
局圭塘派出所获悉， 警方目前正
全力排查肇事者， 并组织相关警
力开展护学行动， 在学校必经通
道增调人员值守，以防万一。

8个灭火器坠落上学必经之路

正全力排查肇事者

■记者 张洋银

三尺讲台上， 她是自我奉献
的良师；学生群体里，她是和蔼可
亲的益友；成长道路上，她是真诚
无私的引路人。杨蕊，一个在平凡
教师岗位上书写不凡故事的人。

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里，杨
蕊以普通人民教师的身份开启
着每天的生活。她乐于走进学生
们的日常， 与他们倾心交流，认
真沟通，仔细地了解着他们的方
方面面，在学生眼中，她不仅是
教师，更是能听取孩子们心声的
知心大姐姐。

杨蕊总是把学生们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无论何时她都积极
地帮助着学生们解决身心上的
各种问题，有的学生学习跟不上，
有的学生生活不适应， 这些亟待
解决的事情杨蕊都挂在心头。杨
蕊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倾心倾力，
学生出现什么情况时， 她会第一
时间联系家长， 在家校合力下帮
助孩子走出困难， 她的爱与关怀
温暖了一个又一个的莘莘学子。

杨蕊有句话常常挂在嘴边，
“事物有可燃物、不燃物、自燃物，
人也如此，有可燃之人，不燃之人
和自燃之人。 我不过选择做了一
个自燃之人。”，这是她秉承的一份
精神，也是她时刻在践行的事。

辅导员的工作通常都繁重
且复杂。既要辅助孩子提升学习
成绩，因材施教，又要兼顾孩子
们生活起居的各方面事务，再者
因为舞蹈系又与别的系有许多
不同之处，所以她必须付出更多
的精力引导学生、 管理学生，但
是即便这样，我们在她的脸上看
到的依然是昂扬向上的笑容，面
对挑战， 她总展现出更加积极的
姿态，还曾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等奖项。荣誉加身，杨
蕊老师始终如一，砥砺前行。

她“艺”心一意，以燃烧自我
的工作态度坚守岗位，把生命融
入教育，以心血浇注成长，她真
诚善良、 甘为人梯的职业素养，
感动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老物业不依约退场，还状告业主不交费
法院：物业公司未按约退出，无权收取相关费用

杨蕊：一个“自燃型”的老师

隐私泄露财产受损，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很重要

3月10日下午，中城丽景香山小区高层坠落多个灭火器。 记者 张洋银 摄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