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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中秋国庆”期间辖区
内各类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防控工
作， 严格排查各类火灾隐患，近
日， 娄星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
员依法对娄星区学院路人文大厦
某超市实施了临时查封。

娄星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
员在检查时发现， 该超市负一层
手动报警器与烟感探测器无法正
常联动； 负一层只有一个安全出
口； 负一层安全出口被占用并上

锁，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等情况，
一旦发生火灾， 将严重威胁公共
安全。 大队监督执法人员依法向
该超市下达了《责令立即改正通
知书》，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之规定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018版）》第5.5.8条，决定对该超
市予以临时查封。

“800多平方米的超市， 位于
负一层，只有一个安全出口，另一

个安全出口占用上锁，形同虚设，
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 顾客和员
工从哪里逃生， 后果将不堪设
想。”检查过程中，监督执法人员
对超市负责人耐心讲解消防安全
知识和火灾隐患可能造成的严重
后果，并告知做出临时查封理由，
超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消防
部门整改隐患， 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制度。

■通讯员 吴红

本报10月10日讯 狭小漆
黑的屋子里， 屠宰畜禽的各种设
备简陋，卫生环境恶劣，所有宰杀
的生猪都未经检验检疫。 这样的
猪肉你会买吗？今天，记者从长沙
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院
对一起非法经营生猪屠宰、 销售
案移送起诉。

“我知道办屠宰场需要办理
相关证件， 但是大家都爱从我这
里买猪肉。 认为我这里的猪肉比
正规屠宰场的猪肉更‘新鲜’，我
这是为了满足需求才私自开设的
屠宰场。”当检察官问犯罪嫌疑人
肖某为什么要私自开设屠宰场屠
宰生猪时，他这样辩解。

“这些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
猪肉如果携带病毒、病菌，一旦出
事，谁来承担责任？”面对检察官
的讯问，肖某哑口无言。

今年3月至6月期间，肖某、黎
某在未办理任何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在长沙市望城区戴公庙附近
私自设立屠宰场屠宰生猪， 并销
售给附近猪肉摊贩， 期间两人屠
宰生猪30余头， 涉案金额已达30
余万元。 而附近的居民并没有注
意到肖某等人屠宰场的生猪来源
不清、 屠宰的生猪肉也未经过检
验检疫。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杨佳明 黄驰宇
实习生 龚正伟

本报10月10日讯 长沙一
小伙险些遭遇“助学贷款”诈骗，
所幸民警电话及时阻止，才没有
造成损失。今日，记者从长沙市
反电诈中心获悉，“双节” 期间，
长沙警方受理预警信息3600
条，其中网络贷款类和冒充客服
类占比较大，警情相对于去年同
期有所减少。

注销助学贷款账户
长沙小伙险被骗

10月2日，刚毕业不久的长
沙小伙小刘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某金融平台客服，查
询到他曾经在该平台申请过助
学贷款，现需要注销助学贷款的
账户，并称如不注销，账户将会
有滞纳金，后期还会影响其个人
征信。

考虑到可能影响征信， 小刘
便向客服咨询如何注销账户。客
服告诉他，他现在的信用不够，不
能注销账户， 需要转账刷流水以
提高信用， 并让他下载了各式各
样的借款APP，要他借款提现。

就在小刘下载APP填写资料
注册时， 他接到了长沙市反电诈
中心民警打来的电话，“我们这里
有预警， 你是不是下载了贷款软
件， 是不是接到了贷款的诈骗电

话了？提醒你防范贷款诈骗。”
小刘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骗

子，“多亏了长沙公安的电话，不
然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钱。”小
刘感激地说。

“客服”来电
大二学生被骗28.4万元

10月3日，长沙某大学大二
学生小孙报警，称被冒充客服诈
骗28.4万元。

小孙告诉民警，当天上午接
到一自称淘宝“客服” 的电话，
“客服”说，她之前在网上购买的
洗面奶被检测出有质量问题，平
台要给她退还售价3倍的赔偿。
“我之前确实在网上买过洗面
奶，就相信了。”

“客服”说，退款会从支付宝
返还，但小孙的支付宝信用分不
够，需要刷流水提高分数才能获
得理赔。就这样，在对方的诱导
下， 小孙下载了多个网贷APP,
共计贷款28.4万元，且全部转给
对方。

转账完后， 小孙越想越不对
劲，赶紧联系“客服”，发现自己已
被对方拉黑，电话也联系不上了，
此时小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陈婕妤

通讯员 翟安

当网购“客服”说这些话时您要注意了
刷流水提高信用分？大学生被骗28.4万 警方：客服来电要通过官方途径核实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警介绍，今年国庆中秋“双节”
期间， 长沙警方受理预警信息3600条， 其中贷款类千余
条，冒充客服类600余条，警情相对于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警方提醒，市民不管接到哪一类客服的来电，都不
要盲目相信，一定要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核实，不要仅凭
一个电话就轻信对方。同时，要注意不要将手机号码、
验证码、银行卡号等个人隐私信息发给他人，也不要在
陌生的网站中填写。

本报10月10日讯 认为茶
叶公司用了自己的商标，益阳人
李某不去法院起诉维权，而是跑
到茶叶公司周围贴“声明”“风险
警示”， 给该公司多地加盟商寄
律师声明， 要求下架该公司产
品。茶叶公司不堪其扰，将李某
起诉到法院，要求其赔礼道歉并
索赔55万元。近日，益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宣判该案。

益阳某茶叶公司在当地经
营多年，2016年依法受让了涉
案的商标， 该品牌还曾被授予
“湖南名牌产品”称号。

2019年， 李某也注册了同
名的商标， 但核定使用商品、服
务项目不一样。李某认为茶叶公
司使用的商标侵犯了他的商标
使用权， 走上了疯狂维权之路。
茶叶公司忍无可忍，以名誉侵权
为由把李某起诉到安化县人民

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李某在全国
性媒体上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
损失50万元以及合理维权费用
5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茶业公司使
用的茶叶品牌是湖南省名牌产
品。李某对茶业公司的名誉在一
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侵犯了
茶业公司的名誉权。判决李某在
全国性报纸刊登赔礼道歉公告，
向茶叶公司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并赔偿茶叶公司
经济损失10000元。李某不服判
决结果上诉到益阳中院，二审法
院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综合李某的系列
行为，实有“碰瓷”之嫌。法院作
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践行者，保护
企业正当利益，将坚决向“碰瓷”
式维权说“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朱玉姣 凌玉霞

10月10日， 长沙市罗家嘴
立交桥西南侧， 惟泽园安置房
小区8栋30多层的住宅楼完成
建设。 该小区是岳麓山大学科
技城范围内最大的安置房项目，
可提供1756套安置房， 可安置
2115人。 参与安置的居民来自
岳麓区的学士、西湖、橘子洲、岳
麓四个街道。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摄影报道

防范网络贷款类、冒充客服类诈骗

觉得商标权被侵犯，他把维权“声明”贴到企业门口
法院：向“碰瓷”式维权说“不” 为高效打击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切实加大火灾隐患查处力度，
近日， 株洲醴陵消防救援大队重
拳出击， 对醴陵捷运快运有限公
司进行临时查封。

9月22日， 大队消防监督员
联合街道办事处在对醴陵捷运
快运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场所中转站内的临时办

公用房采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
板材料搭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之规定。对此，大队监督执法
人员当场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书》，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第五十四条和《消防
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依法对该单位实施了临时查

封，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整改
完毕。

收到临时查封决定书后，该
单位负责人深刻认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 表示将严格按照消防法
律法规要求进行整改， 彻底清除
火灾隐患， 确保场所消防安全万
无一失。

■通讯员 陶广礼 周舟

大科城最大
安置房项目交付

私开屠宰场被查，老板辩称“白板肉”更“新鲜”

买“放心肉”的这些门道你要知道

快运公司违规搭建，消防依法查封

娄星区：超市只有一个安全出口被查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
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违反国家
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
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
情节严重， 依照刑法的规定以
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检察官
提醒消费者： 没有经过检验检
疫的猪肉，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提醒

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