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你们
交行员工很为客户着想！”近日，
一位年轻客户在交通银行长沙
名城支行领回了自己遗落的财
物后，连声为交行员工点赞。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交通银
行长沙名城支行工作人员正在清
理柜台， 突然发现柜台角落有一
个黑色袋子， 打开发现里面竟是
一沓钞票。工作人员猜测，肯定是

客户办理业务不小心落下了，马
上叫来大堂经理配合， 一同在监
控下清点了现金， 合计5000元
整。清点完现金后，由柜台会计人
员马上着手查找失主。 通过调阅
录像， 工作人员发现失主当天下
午在交行网点办理过业务， 随后
通过预留联系方式联系到了失
主，并将款项如数归还。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公厕晚上也“下班”？ 憋坏“方便人”
株洲市民反映深夜常遇“如厕难”尴尬 回应：主要是出于费用和保护公厕设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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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 近日，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盗窃案， 从事园
林绿化业务的柳某， 发现长沙
秀峰公园有28棵银杏树无人
管理， 于是偷偷转移到望城老
家培植。他却不知道，占这便宜
所付出的代价， 除了面临法律
刑责，还有高昂的赔偿费用。

柳某承接长沙市开福区
绿化提质改造项目。2018年
3月26日，他发现长沙市开福区
秀峰公园空地上放置了28棵银
杏树苗木，现场无人管理。

“看到这些树后， 我当时
就想将其占为己有。”柳某说，
把这些银杏树苗木运回望城
老家栽种， 等园林项目需要
时，就可以省去重新购买的麻
烦，直接用这批顶上，“这种规
格的银杏树，市场价格为2000
元左右一棵，总价值大约为5.5
万元左右。”第二天，柳某雇人
将空地上13棵银杏树苗木吊
装回其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茶
亭镇的老家栽种，之后再将剩
下的15棵苗木运走。

2018年4月10日，当这批
银杏树的主人刘某发现放置
在公园空地的苗木被盗后，立
即报警求助。5月9日零时许，
民警在长沙市开福区某网吧
内将柳某抓获。

法院认为，柳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
责任。为此，开福区法院一审
判决柳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1万元。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去年8月以来，株洲城区“厕所革命”正式启动，目
前，已完成改造200座、社会开放200座公厕的目标，基
于株洲古称，株洲将已建和新建、改建的现代化厕所总称
为“建宁驿站”。这些公厕除了基础的公共卫生间功能，还
创新导入了小型便利店、 小型就餐台、 免费的冷热直饮
水、无线网络等功能。

株洲市民周先生反映，称部分公厕一到晚上11点就
会准点“下班”，原本的便民措施却让不少夜归人犯了难。
近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株洲进行了实
地走访调查。 ■记者 杨洁规

投诉
说起前几天如厕的经历，株

洲市民周先生不好意思地说，
“急得差点尿裤子里了”。

周先生说， 当天晚上11点
40分， 和朋友在株洲贺嘉土附
近吃完夜宵， 坐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内急， 途经建设路神农公

园门口时，发现有公厕。下车后
狂奔上前一看，公厕大门紧锁。
无奈之下， 周先生只好求助附
近一网吧。

“公共厕所晚上也‘下班’？”
周先生很纳闷，原本以为公厕都
是24小时开放，结果却不然。

深夜被公厕拒之门外，差点尿裤子

种树人
成了偷树人
男子偷走28棵
银杏树获刑

4月16日-19日，2019年国际
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
作为中国速冻食品行业的领军企
业， 三全食品总裁陈希受邀参加
此次大会做《中国速冻食品的健
康与创新之路》主题发言，并与中
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
荷，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
研究所常务副主任王靖， 中国食
协营养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
员杜荷等食品专家坐而论道，共
同把脉中国速冻食品发展。

陈希表示， 速冻技术是人类
历史上第四次保鲜革命， 在经历
干燥、腌制、罐头等保存食物方式
的发展沿革后， 速冻首次实现了
保存与保鲜的双平衡， 既解决了
食物保存问题， 又确保了新鲜口
感及还原性。

食品安全是食品健康的基本
要求，作为国内速冻食品的龙头企

业，三全一直致力于守护好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并将“健康理
念”贯穿于整个供应链，从产品研
发、原料采购、进货检验到生产加
工、成品检测、运输销售等各个关
键环节均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目前， 三全已拥有国家认可
的检测实验室和非洲猪瘟检测专
用设备， 从原料环节到生产环节
以及产成品环节进行多达117项
检验，确保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依靠过
硬的产品实力和市场加持， 三全
食品被授予“2019国际食品安全
与健康大会唯一指定速冻食品”
称号，旗下私厨虾皇饺、素水饺、
状元水饺、炫彩小汤圆、龙舟粽和
奶香小馒头等食品纷纷亮相大会
宴会现场，其高端品质、独特风味
及多样化品类深受国内外嘉宾的
好评。 经济信息

2019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
三全食品荣膺“唯一指定速冻食品”

一季度A股市场三大股指领
涨全球，进入4月，在A股持续高
涨行情中， 一些优秀公募基金公
司旗下基金整体业绩更加火热。
其中华商基金旗下权益类及固收
类产品齐头并进，表现可圈可点。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4月4日，

华商基金旗下多只主动管理型权
益类产品今年以来涨幅超45%。
其中，华商新趋势优选、华商乐享
互联今年以来分别上涨48.43%、
45.70%。华商创新成长、华商优
势行业、 华商价值共享也已有超
过40%的涨幅。

权益固收并进，华商基金多只产品涨幅超45%

传递美德正能量 拾金不昧暖人心

4月21日晚11点35分，株洲公园路口公厕大门紧锁。 杨洁规 摄

4月22日，备受瞩目的首批科
创基金正式获批， 工银瑞信、华
夏、南方、易方达、嘉实、富国及汇
添富7家头部基金公司首批获得
发行批文， 相关产品有望尽快面
市。 作为今年资本市场最受关注
的焦点之一，科创板被认为是“中
国版纳斯达克”，公募基金作为资

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参与
以科创板上市企业为代表的科技
创新主题投资， 可以通过发挥专
业的投资管理能力， 遴选符合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优质企业
进行重点投资， 深入参与科创板
建设，服务科技创新类企业发展，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基金竞速科创板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等7只基金率先获批

4月21日下午， 记者来到周
先生反映的公园路口公厕。公厕
左侧是小型便利店，右侧是公共
卫生间，24小时热水、卷纸、洗手
液、 烘手器等设施一应俱全，墙
上还挂有一个“智慧厕所”系统，
可智能除臭。

记者注意到， 在大门口处，
一块黄色告示牌上写有开放时
间：早上7点30分至晚上11点30
分，公厕里面的一块公示牌上则
写着24小时开放。

当晚11点35分，记者再次来
到该公厕， 发现已落上大锁。此
时， 一位女士急匆匆来到公厕，
见上了锁，一脸无奈地离开了。

这么好的厕所， 为什么就
不能更便民些？ 附近一商店老
板告诉记者，公厕关门后，经常
可见一些内急的人进不了厕
所， 就在厕所外面或附近的绿
化带里“解决”，这不仅给城市
环境造成影响， 也对城市形象
造成损害。

21日晚间， 记者共走访了
位于芦淞区中心广场、 公园路
口， 位于荷塘区红旗广场西南
角、大润发前坪、月塘农贸市场
路段、新华桥东的6处公厕，发现
仅中心广场处的公厕是24小时
开放，其他公厕的开放时间多为
早上7点至晚上11点。

记者走访6座公厕，仅一座24小时开放调查

“这个新建驿站不是完全的
公共厕所。” 芦淞区环卫处一工
作人员介绍说，公厕内有便利店
及设施，为防止人为损坏，以及
夜间人流量问题，辖区投入使用
的6座公厕中， 仅一座是24小时
开放，“这些公厕关门后，市民可
选择其他改建的公厕。”

荷塘区环卫处工作人员钟
女士告诉记者，荷塘区辖区内的
公厕在晚上11点都会关门，至于
公厕夜间不开放，主要是出于费
用和保护公厕设施的考虑。如果
公厕夜间开放,保洁员就需要24

小时有人值班,人力、物力成本
都比较高。另外,如果无人看护,
公厕设施有可能造成损坏,也是
出于保护公共设施的目的。“如
果公厕能配个夜班，我举双手赞
成公厕24小时开放。 晚上关门，
很多人就会在厕所外面解决，白
天上班一样要清扫。”

“公厕夜间不开放, 想方便
的人无处方便,建设再多、再好
的公厕又有什么用呢?” 有市民
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解决好市
民晚上“如厕难”的问题，让市民
“方便”的事更方便。

公厕为何晚上不开放？厕所管理员称有苦衷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