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州点击

提醒

网上兼职需谨慎
涉及付款一定要当心

“大学生受骗的主要原因还
是社会经验的缺乏和急于赚钱
的心理。”“反电诈中心” 专家表
示，很多大学生对网络的操作相
当熟悉，在缺钱的情况下容易丧
失理性判断，让骗子钻了空子。

长沙警方提醒，市民特别是
在校大学生找兼职应通过正规
的途径，涉及转账汇款时一定要
多留心眼，勿轻点任何有关付款
的链接。如被骗，要注意收集相
关证据，并及时拨打反电诈专线
“96110”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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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阳佩遗失（初级）护士专业
技术资格证和护士执业证，资格
证编号：122661173， 执业证编
号：201243009307，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本人彭亚辉（身份证号：4304
21197901198479）遗失湖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档案编号：HN
2012050091,声明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袁亮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37100073，声明作废。

◆胡尧遗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核发的二级市政执业
资格证书，身份证号:430104
198604203018，声明作废。

◆彭丽菁遗失身份证，证号：43
0111199201221324，声明作废。

◆欧建青遗失失业证，号码：430
111 001200 2396 声明作废。◆黄才香遗失座落于长沙市岳麓

区狮子岭 1 片 10 栋 704 的权证号
为 0382651 的房产证，声明作废。

◆彭华玺遗失湘 A67128 大货车
商业保险单，号为 PDAA2016
43010000111513，流水号:43
001600099241，声明作废。

◆阳志龙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0921198809011351，声明作废。

◆刘莹身份证遗失，证号：4301
241992060217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双舞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5年 12 月 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089
734835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创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分局 2014 年 10 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02000049311，声明作废。

本报2月15日讯 一般情况
下，屋外的管道漏水、堵塞等问
题，自来水公司会负责处理，但
家里的管道出了问题， 则要自
己想办法。 株洲市自来水公司
就此进行创新，成立“供水工匠
服务队”，填补了表后专业维修
空白。

几天前， 株洲市自来水公司
水韵热线22333555接到五七农
药厂昊华5栋用户的来电求助，用
户表后阀阳丝头断裂， 白哗哗的
水不断涌出，情况十分紧急。接到
电话后，“供水工匠服务队” 立即
赶到现场， 仅用17分钟就修好了
漏水处。

半年前， 株洲市自来水公司

成立“供水工匠服务队”，跳出规
模化户表安装模式， 主要解决用
户表内漏水问题， 填补表后专业
维修空白， 为终端用户提供点对
点精准、高效、专业化的柔性供水
服务。

“供水工匠服务队”由从事多
年供水安装施工、 具有丰富经验
的老师傅组成， 配备了专业化的
施工器具，具备快速响应能力，要
求城区15分钟到达现场。“工匠服
务队”成立以来，已完成户表安装
售后及便民服务1000余次，他们
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真诚的服
务态度、 丰富的维修经验受到了
用户的一致好评。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瑞丰

新春伊始， 万象更新。近
日，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主任颜军带队， 分别到步步
高、湘电、湘钢等大型企业走访
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听取
意见和建议， 共商全市住房公
积金事业发展大计。

在步步高集团总部，颜军
一行认真了解该公司经营状
况，听取有关负责人对中心的
意见和建议。“服务好， 态度
好，效率高。”步步高人力资源
总监龙蓉晖对中心的服务工
作点赞。她说，公司将逐年逐

步提高员工公积金缴存额，为
广大职工提高福利待遇，留住
人才。颜军表示，步步高作为
湘潭民营企业的代表，经济实
力雄厚，前景可观。中心将不
遗余力，持续优化服务，简化
办事流程， 为广大职工谋福
利。

在湘钢集团， 得知该集团
经营状况逐步好转， 公积金有
望实现提标，颜军感到欣喜。他
说， 作为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大户”， 湘钢为全市公积金事
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心将一

如既往给予支持， 同时也希望
湘钢能够将公积金的基础数据
按照要求进一步规范到位。湘
钢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
中心要求进行落实，不打折扣，
规范到位。

颜军一行还走访调研了
湘电、江麓、江南、湘潭电化等
大型企业。 这些企业发展喜
人，前景看好，均表示将全力
保障职工权益，支持住房公积
金这一利民惠民事业，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记者 刘晓波

入企业问需求计 赴一线共商发展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春走访企业

株洲“供水工匠服务队”
专解家里用水难题

本报2月15日讯“不断巩固、
提升株洲的交通区位优势。”株洲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刘正平今天透
露， 该市今年将确保完成交通建
设投资130亿元以上，为株洲加快
建成“一谷三区”提供支撑保障。

2016年，株洲市交通建设实
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全年累计
完成交通建设投资123.8亿元。

今年是株洲市加快构建综
合交通枢纽体系的关键之年，为
此，该市将增加投资至130亿元，
着力完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

络，提升运输服务品质。
今年， 株洲将大力推进莲株

高速建设，全面完成路基工程；启
动醴娄高速建设； 湘江大道一期
实现竣工通车， 力争二期开工建
设；加快建设株洲综合客运枢纽、
株洲西综合客运枢纽， 建成攸县
丫江桥、茶陵东南、株洲县株洲朱
亭3个客运站；推进芦淞现代服饰
物流中心、湖南星都物流园二期、
株洲市农副产品批发物流中心建
设等。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郭力嘉

本报2月15日讯“只要你
有电脑， 足不出户就能日赚百
元……”随着网购的火爆，一些
所谓网店“刷信誉”的骗局频繁
出现。今日，长沙警方通报相关
案例，并发布防骗预警。

小叶是长沙一高校在校
生。2月8日， 寒假在家休息的
他突然收到一条招聘“淘宝刷
单员”的手机短信，对方自称
是专门帮电商“刷信誉”的某
公司经理， 刷单就是专门在网
络商城重复下单购买某商家商
品，然后商家再把货款退还，实
际上并没有销售， 但能帮商家
冲销售。然而，在小叶“代刷信
誉”过程中，“经理”却总以各种
原因要求小叶继续购买才能获

得返款。结果，佣金没赚到，小
叶却在汇款7万余元后发现QQ
号被对方拉黑。

无独有偶，长沙某大学在
校生吴某被不法分子以“兼职
刷信誉”迷惑，通过支付宝转
账9万余元。

目前， 警方已对该两起案
件介入调查。“反电诈中心”专家
介绍，2017年以来长沙警方已
接到此类诈骗警情100余起，诈
骗总金额高达数十万元，受害者
以高校大学生为主。同时，警方
还发现，目前，犯罪分子能与受
害者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QQ，
不排除向更大的社交平台发展
趋势。 ■记者黄娟张浩

通讯员 王思鸽

本报2月15日讯 盲人通过
微信申请了信用卡， 可去银行激
活时，因没法按规定写出一段话，
遭银行拒绝办卡。 在长沙打工的
盲人小石（化名） 以涉嫌歧视为
由，起诉广发银行长沙红星支行。
今天， 该案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盲人按摩师：
办理信用卡遭拒涉嫌歧视

1991年出生的小石，出生时
双眼就看不见， 从2005年开始，
他一直在长沙做按摩师。 小石告
诉记者，他从2014年开始使用信
用卡，此前已经办了多张信用卡，
一直正常使用。

在2016年9月份中旬，小石知
道朋友在申请广发银行的信用卡，
便也想办一张。于是，他在广发银
行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了申请信用
卡的资料，随后，他收到了广发银
行寄过来的信用卡及办卡须知。

当小石和朋友来到广发银行
长沙红星支行办理信用卡激活手
续时， 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必须小
石本人按照规定在特定的小方格
中写下一段话， 大意是已阅读风
险提示等。 小石表示自己完成不
了，遭到拒绝开卡。几经周折后，
尽管小石提出了录视频等多种替
代方案，仍遭银行拒绝。

小石觉得， 银行拒绝给盲人
办卡，涉嫌歧视，他通过朋友找到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张玉娟律
师，张玉娟无偿代理了该案。

银行：
为保障小石资金安全

今天下午， 该案在雨花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张玉娟称，根据相关
文件， 残障人士享有平等获得金
融服务的权利。 中国银行业协会
曾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有书写障
碍的残障人士办理开户、存款、取
款、挂失及贷款等业务时，可使用
按手印并加盖本人图章的方式代
替签名”，本案被告应主动为盲人
提供无障碍服务， 以小石不能签
字为由拒开卡没有法律依据，该
行为涉嫌基于残障的歧视。

被告广发银行一方则称，银
监会规定， 银行在给客户信用卡
开卡时，必须实行“三亲”（即亲见
申请人本人、 亲核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 亲见申请人本人签字），但
小石无法完成第三个要求。此外，
盲人在使用信用卡支付时， 具有
一定的风险， 为保障小石的资金
安全， 银行才拒绝为他办理激活
手续。

该案将择期宣判。
■记者 虢灿

盲人办信用卡遭拒，状告银行歧视
法律人士：涉嫌基于残障的歧视 银行：为保障盲人的资金安全

今年株洲交通建设将投资130亿

寒假兼职“刷信誉” 长沙两大学生被骗16万余元

2月14日，青年党员在献血。当天，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文艺新村社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联合开展爱心献血活动，组织150多名党员、职工义务献血，以缓解春节期间长沙血液库存急剧下降的压
力。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丽慧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