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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地铁抓乞A12

混入长沙地铁的职业乞讨团栽了。长沙轨道集团曾委托本报提醒各位
乘客，有一个职业乞讨团伙进入长沙地铁了，呼吁乘客不要给予经济支持。
11日一早，这10名乞讨者都被抓了，其中5名是年仅2岁的孩子。目前，公安部
门正在调查这一团伙是否涉嫌拐卖孩子。

核心提示

换超 B 级锁，终结小
偷“秒开”，年关将近给自
己一个安全的家。宁乡、株
洲、 湘潭 96258 都开通了
修锁换锁业务， 如有需求
请拨打 96258。

“市场上 100元左右
的‘超 B级锁’ 是不是真
的？ ”日前，一小区的刘先
生致电 96258 热线说，近
段时间他们小区内有四五
家业主被盗。 听邻居介绍
“超 B级锁”能有效防范小
偷，他准备到 附近小摊上
买一把。

小摊的“超 B级锁”并
不贵，每把也就一百多元，
可后来他比较后发现，
96258 推出的金点原子
“超 B 级锁” 却要 280 元，

他疑惑，怎么差这么多，小
摊上的锁可靠吗？

“许多市场上流通或
者网上销售的所谓的‘超
B 级锁’， 虽然价格便宜，
但质量并没有保证。 ”
96258 开锁换锁的张师傅
说， 目前市面上不少锁具
来路不明， 虽然外观普遍
贴有仿冒标识， 内部仍是
使用普通锁芯， 技术性开
启也就几秒钟， 不具备防
盗功能。

张师傅找来几款市民
常用的“超 B级锁”，现场演
示。 拿出专业开锁工具插入
“超 B级锁”， 摇晃几下，只
听“咔哒”几声响，短短五六
秒时间，所谓的“超 B锁级”
就被完全打开了。

过年了，买把好锁保平安
“老鼠太嚣张， 咬坏了我的

风衣，一定要请专业师傅上门把
它们都消灭。 ”上周末，芙蓉区的
杨小姐打进 96258说，她在单位
附近租了一处出租屋，这阵子不
知道从哪里冒出老鼠来了， 老
鼠夹、灭鼠粘板……先后试用了
多种方法，老鼠依旧频频光临。

96258 的魏师傅上门，堵
上可封堵的墙壁漏洞， 对无法
以简易器具堵漏的位置进行备
注，又仔细检查了吊顶、厨房及

其他区域， 针对鼠迹的位置及
可能出现鼠类活动的场所布控
鼠板和鼠药 。 次日清晨，杨小
姐发现好几只老鼠落网。

长沙冬日天气寒冷， 老鼠
会开始躲进家中“取暖”，市民
朋友灭老鼠一要搞好环境卫
生；96258旗下有专业的灭虫除
害专家， 掌握一整套科学的防
治方法， 如果您深受老鼠、蟑
螂、 白蚁等虫 害骚扰， 可拨打
96258预约专业人员上门除害。

◆冬日灭老鼠 请拨 96258◆

◆96258便民服务项目◆

★96258推荐的金点原子“超B级锁”，和
普通锁套上模具生产不同， 每个结构都需要单独
生产，在生产工序上需要较长时间，成本较高，因此
价格也偏贵。金点原子“超B级锁”经公安部门 检
测，270分钟内
无法技术性开

启，能真正起到
防盗效果。

管道疏通、洁具维修、除虫灭害、搬家搬厂、环境检
测、电脑维修、开锁修锁、家电维修、机票代购、清洗保洁、
房屋修缮，房屋装修、家电清洗、清洗保洁、保姆钟点工、
开荒保洁、 模特礼仪

本报12月11日讯 在
长沙新开铺新一佳超市工作
的白先生今天向本报热线
96258求助， 一名15岁的男
孩， 没付钱就在超市里拿东
西吃，一问才知道，他是被父
母打了不敢回家，“孩子是从
湘阴只身来长沙的，有2个多
月了，你们快来帮帮他！”

男孩超市内顺走零食

11日上午11点，记者通
过超市监控看到了男孩当天
顺走零食的全过程：8点40
分， 蓬头垢面的男孩大步走
进超市，半小时后，男孩走到
出口，警报器响起。超市保安
将他拦住， 男孩自觉地从上
衣口袋掏出两包熟食。

记者发现，这两包熟食都
是豆干，总共加起来才7.7元。

“孩子的身上没有一分
钱。”超市防损部经理白开胜
说，看着男孩饿得发抖，他赶
紧送来了面包和牛奶。

离家两月，每天网吧过夜

在超市防损部办公室
内， 瘦弱的男孩穿着棕色外
套和校裤， 许是很久没洗过
澡，身上散发着一股异味。

“一提到报警，能明显感
到他很害怕， 怕被抓起来。”
经理白开胜说， 经过再三考
虑，超市方才决定先不报警。

“他爸爸在湘阴开摩的，
妈妈和弟弟在沅江生活。”白
开胜说， 男孩告诉超市方，

“他妈妈经常打他，有一次他
逃跑被抓了回来， 结果打得
更狠了。 他说这次就是怕被
妈妈打， 所以从湘阴跑到了
长沙，只身出来2个多月了。”

“没有手机、 身无分文，
男孩白天猫到超市找点吃
的，晚上趁网吧网管睡着时，
溜进去睡觉。” 白开胜说，孩
子这样下去就会废掉。

记者试图与男孩沟通，
可他闭口不答， 通过男孩校
裤上的“罗城中学”字样，记
者上网查到学校就在岳阳市
湘阴县文兴镇东湖社区。

记者分别致电湘阴县教
育局、 湘阴县文兴镇政府以
及东湖社区， 可电话一直无
人应答。 考虑到孩子的人身
安全，记者决定报警。

本报12月11日讯 12月8日，长沙轨道
集团执法办开始启动对地铁2号线上的不文
明行为、尤其是乞讨行为的专项整治（详见
本报12月9日A09版），11日上午，扑了三天
空的执法队员一口气在车厢里抓获了5名乞
讨者，每人还带着1名年约2岁的孩子。在对
乞讨人员进行处罚后，长沙轨道集团执法办
将这5名孩子移交给长沙地铁公安， 调查是
否有拐卖儿童的行为。

一上午抓获5组乞讨人员

长沙轨道集团执法办主任侯盛宇介绍，
根据《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地铁里不
允许有乞讨行为。

11日早晨7点， 执勤中队一分队队员们
像往常一样开始在车厢和车站里巡查。9点
40分，队员们在西往东的车厢里发现了一名
50来岁的男性乞讨者，身边还有个孩子。

执勤队员跟着这名乞讨人员到了车尾，
发现还有4位同行人员，每人都带着个孩子。
随后，执勤队员把这5名大人和5名小孩全部
带回了长沙轨道集团执法办公室。

11日下午1点， 记者在执法办公室见到
了这群乞讨者：大人里除1位超过50岁外，其
余4位均20来岁，小孩则平均2岁多，他们自
称来自甘肃岷县。

“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最低50元、最高200
元的处罚，也登记了孩子身份并移交给了公
安，”执勤中队副队长杨超说，这些孩子的身
份来历正等待公安调查，看是否存在拐卖儿
童的行为。

还有职业乞讨者漏网

执法办主任侯盛宇说，据他们了解到的
情况， 应该还有至少两名乞讨老人漏网。而
这一个月来，长沙轨道集团执法办联合长沙
地铁公安将集中整治地铁里乞讨等不文明
行为。

侯盛宇说，根据《长沙市轨道交通管理
条例》， 有乞讨或其他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
序和环境卫生的行为，由长沙轨道集团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
款。 ■记者 叶子君

5人抱娃地铁行乞，露脸就被抓
五名地铁职业乞丐落网，五名孩子正登记身份，正调查是否遭拐卖

流浪两月，少年超市偷食获救
父母离异，自述常被母亲打 救助站将把他送回湘阴

杨超委托三湘都市报向
地铁乘客呼吁， 遇到乞讨者
应该拒绝给予经济支持，或
拨打长沙市轨道集团执法办
24小时电话15084704911和投
诉电话86850610， 举报乞讨
行为。

▲12月11日下午，长沙市
轨道交通集团， 两名警察在询
问几名带着小孩的乞讨人员。

记者 田超 摄

发现职业乞讨者请举报

中午12点，金盆岭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他给了个假
名字，我们只好把他送到长沙
市救助站，没想到工作人员认
识他。”民警说，男孩姓田，15
岁，湘阴县文兴镇人，父母离
异，父亲坐过牢。记者得知，男
孩今年6月被救助站遣送回过
湘阴。 救助站值班人员说，会
在近两天把孩子送回湘阴。
（白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刘文敏

告诉警察假名
却被救助站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