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9日讯 今天凌
晨4点左右，3头宽吻海豚从
日本大阪飞抵长沙， 经海关
全程监管， 加入了长沙海底
世界的海豚大家庭。 这意味
着长沙海底世界的海豚数量
已达到了9头。

8月19日凌晨3：52，3只
可爱的海豚搭乘CF208航班
从日本大阪飞抵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 该航班为邮政航空
临时执行B737F机型货运包
机，航程为大阪-青岛-长沙。
全程共搭载8只海豚， 其中5
只运至青岛，3只发至长沙。

这次入境的3头宽吻海
豚为2头雄性和1头雌性，年
龄不到6岁，均来自日本和歌
山县海域， 每头身长约2.5米
左右，体态匀称，身体健康。

据长沙海底世界的工作
人员介绍， 这次公司补充增
加均处于亚成年即将进入繁
殖期的新海豚， 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扩大馆养海豚的种群
数量， 优化性别比例和年龄
搭配，丰富遗传基因谱系，为
公司一直在持续进行的纯人
工环境下鲸豚繁殖探索工作
搭建更为扎实的平台， 以期
能成功地探索出可复制的馆
养宽吻海豚人工繁殖技术。

应检验检疫部门和动物
健康保障的要求， 长沙海底
世界将新引进的3头海豚放
入暂养房， 开始了为期30天
的隔离检疫期。待隔离期满、
检疫合格后， 它们就将在长
沙海底世界正式定居， 繁衍
生息。

■记者 石芳宇 和婷婷
通讯员 陈俏 陈丽

实习生 文潇

3头海豚
包机入境
入住长沙海底世界

近日， 郴州市消防支队联
合该市文旅局对全市44处文物
建筑、 博物馆等场所开展消防
安全专项督导检查， 集中排查
整治火灾隐患。检查期间，检查
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
阅台账、提问抽考等方式，检查
了文物建筑单位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 日常管理等制度落实情
况以及消防器材配备、 隐患自
查自纠、 员工消防安全能力掌

握等情况。
此次专项督导累计排查火患

148处，主要表现在电气线路敷设
不符合要求， 消防设施破损维修
不及时，日常防火巡查不落实，员
工操作消防设施不熟练等方面。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检查组当
场予以反馈，提出整改指导意见，
并要求责任单位抓实、 抓细消防
安全管理，彻底消除火灾隐患，确
保本单位消防安全。 ■何鸽波

本报8月19日讯 “多亏了
滴滴司机，医生说要是晚一点，
我爸就危险了！”今日，市民李
女士向滴滴网约车长沙分公司
致电感谢， 滴滴司机杨毅几天
前在父亲发病危急时刻， 帮忙
抱着老父亲上急诊， 赢得最佳
抢救时间。

下午，记者联系上年轻的
90后老司机杨毅，他回忆，8月
13日下午4点多， 他在雨花区
长房凤凰苑小区接到李女士
一家。

大约5点12分，到达距目的地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几
百米时，老人突然抽搐起来，呈现
休克状态。杨毅见状，加大油门，
快速驱车赶到医院。 在保安同意
后，杨毅将小车开进急诊前坪，他
跑步冲进大厅， 叫来护士和医院
推车。

一路奔波紧张的李女士尝试
几次抱父亲出车未果后， 杨毅果
断弯腰将老人抱上推车， 帮助护
士推进急诊室。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洪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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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艾先生经朋友
介绍， 代办不良征信申诉及征
信修复业务， 利润可观。4月23
日， 他应邀前往湖南中正征信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中正公司”）考察。

“成为代理后，他们就会提
供绿色通道给我， 我可以拿底
价去外面接业务。” 艾先生说，
对方还称和很多银行及机构都
有合作，实力雄厚。

艾先生心动了，交 2.98�万
元成为岳阳市“独家代理”。次
日， 艾先生向湖南中正公司上
报两条征信逾期单， 合同中承
诺7到90天修复。

艾先生说， 其中一单是他
老婆的， 境外刷信用卡150美
金，逾期一个月。在“修复”过程

中， 公司给艾先生的老婆快递来
一份“住院证明、病例”，在他的追
问下， 公司承认病例和住院证明
都是伪造的。“接的这两条逾期
单，截至8月初都没修复好。”

发现异常后， 艾先生找到湖
南中正公司，经多番投诉、交涉，
目前已退还全部费用。

8月14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赶
到湖南中正公司办公所在地长沙
市开福区万达广场C3座5楼，发
现大门紧闭。 记者随后从长沙市
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此前，他们也接到过多起投诉，也
上门处置过。“如果这家公司法人
一直联系不上， 我们将会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
我们也会一直关注的， 如果有违
法行为我们也会严肃处理。”

本报8月19日讯 今天，来
自汨罗的肺癌患者童志慧来到
长沙蓝的出租汽车公司， 将一
面写有“爱心传播 感恩的哥”
的锦旗送到湘AT3557驾驶员
王建军的手上，表达感激之情。
原来， 童志慧每月都要乘车来
长沙做两次治疗， 是王建军主
动在长沙免费接送他去医院，
坚持到现在已有10个多月。

童志慧于2015年不幸患上
了肺癌， 在当地医院保守治疗
了几年，耗尽了家里的积蓄。由
于病情恶化，去年10月，童志慧
来到长沙湘雅医院治疗。

“第一次来长沙看病，人生
地不熟，加上身体疼痛难忍，我

感到十分绝望， 是王建军的热心
帮助，让我看到了希望。”童志慧
说， 当时他从长沙汽车东站转的
士去湘雅医院， 坐上了王建军的
车。得知他的病情和家境后，王建
军不断安慰他， 并主动要求留下
联系方式， 表示以后都会免费接
送他去医院。

“原本以为王建军只是说说
而已，没想到他真的兑现了，并一
直坚持到现在。”

“这只是件小事 ， 不足挂
齿。” 王建军说，“他上我的车本
来就是一种缘分，而且每个人的
生活都不容易，我只是尽我所能
去帮助他。”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李璜婷

3000元修复一条征信污点，你信吗
人行长沙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征信修复无捷径，莫要轻信假广告

如今，征信作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征
信不好看的人还有不少，想要“修复”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就催生
出了不少征信“修复”机构。那么征信有污点，真的可以修复吗？岳
阳的艾先生就加盟了这样一家自称可以实现征信修复的公司，结
果却并不理想。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吕彩宜 曹楚如

知情人士透露， 在开福区
万达广场C3座18楼，还有一家
代办不良征信申诉及征信修复
的公司。为了解更多情况，记者
以合作为由， 来到湖南中银征
信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经理涂
先生接待了记者。

“个人自行申请的话通过
率只有20%，找我们的话，大部
分可修复成功。” 涂先生介绍
说， 公司主要负责信用卡、网
贷、房贷、车贷等多种逾期所造
成的征信问题的异议申请。合
作方式分为五种，省级分公司、

市级分公司、区县级分公司、合作
公司及业务合伙人， 承包费从50
万至5000元不等，每条征信修复
市场定价3000元，每成交一笔业
务提成40%至60%。

如何成功修复征信污点？是
否采用伪造文书等手段？面对记
者的追问，涂先生称，此前，有机
构采用过伪造文书去修复，但他
们公司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和技
术团队来配合完成， 同时承诺，
修复不成功，全额退款。“具体怎
么操作， 属于技术部的秘密，我
也不了解。”

花钱能修复征信污点？“筐瓢”了事件

多家征信公司称能花钱买信用调查

提醒

征信修复无捷径，莫要轻信假广告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认为， 通过伪造证明的方
式办理异议申请，明显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信息主体有利
的处理结果会被视为无效，且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建议信息主
体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于错误或遗漏的信息进行异议或
投诉。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了解到，
征信信息如有错误或遗漏， 可通过合法合规途径办理异议申
请，不良信用记录“铲单”是骗局。

对于已经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
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也就是从还清欠款之日起，五年之后，不良信用记录会自
动消除。同时，还清欠款后应按时足额还款，重建个人信用记
录，才是真正的“征信修复”。

此外，需提醒持卡人的是，目前征信记录报告会展示银行
账户最近24个月的还款记录， 因此建议持卡人还清欠款后继
续使用该卡，24个月后，信用报告里虽然仍有不良记录，但也
积累了24个月按时还款的记录，可供银行审贷参考。

“上了我的车就是一种缘分”
长沙一的哥免费接送外地肺癌患者已10个月

老人车上抽搐休克 司机抱着直奔急诊

郴州：排查文物建筑火患148处

8月 19日，
童志慧来到长
沙蓝的出租汽
车公司，将一面
写有“爱心传播
感恩的哥”的锦
旗送到王建军
的手上。
记者 石芳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