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提醒

近日， 湘潭市岳塘区消
防救援大队执法监督人员对
小壹美酒店进行消防监督检
查时发现， 该酒店存在以下
隐患： 疏散指示标志损坏超
过5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损坏； 无法正常联动消防水
泵； 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
无上岗证。 该场所属于人员
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极

易造成群死群伤和重大财产损
失，后果极其严重。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GB35181-2017）》规定，
岳塘区小壹美酒店符合重大火
灾隐患综合判定标准， 判定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立案整改。

目前， 该酒店已按要求逐
步整改到位。

■通讯员 朱亚军 袁玲

本报3月12日讯 从一张假证
入手，端掉一条伪造、买卖各类证
件和印章的黑色产业链， 抓获犯
罪嫌疑人17名， 捣毁制假窝点5
个、收缴各类假证15吨、假章6000
余枚。今日，湘潭警方通报了这起
特大制假售假案。

2019年10月， 湘乡市公安局
网安大队在侦办一起网络贩卖假
烟案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身上揣有同一照片但不同信息的
两张身份证，其中一张为假证。这
引起了办案民警李锋良的警觉。

“张某某交代假身份证是通
过微信购买的， 这背后可能有制
贩假证的链条。” 李锋良介绍。根
据线索，民警深挖细查，发现假身
份证来源于娄底双峰籍男子王某
一。 而王某一则是从另一个双峰
籍男子王某二处购进假证半成
品， 经制作后通过网络售卖至全
国各地，且销量颇大。湘乡市公安
局立即成立专案组， 开始整整两
个月的网上侦查， 基本摸清了这
条黑色产业链上下游。

“出生证、身份证、毕业证、房
产证、营业执照、银行存折，一个
人从出生到死亡可能会用到的所
有证件，假证中都能找到。”李锋
良介绍， 这个制售假证团伙拥有
一条遍布全国多个省市的完整产
业链。

2020年7月28日，湘乡警方展
开第一轮收网，成功抓获王某二、
陈某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首轮收
网10天后， 这一特大制假售假案
被列为“2012081”公安部挂牌督
办专案， 全国15个省市发起了集
群战役。

湘乡警方打掉了盘踞长沙、
娄底和湘乡多年的伪造、 贩卖各
类假证、假章的犯罪团伙，彻底捣
毁了湖南省内制售假证行业产业
链。■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孟衡

本报3月12日讯 长沙有句
俗话叫“细伢子是绊大的”，意
思是小孩子磕磕绊绊很正常，
家长也往往认为孩子摔跤后四
肢可以活动、没出血就无大碍。
殊不知， 肉眼看不见的腹内脏
器损伤、出血更要命。

7岁的朵朵是新化县一名
小学一年级学生。3月5日放学
回家后， 她在自家院子里骑小
单车， 一不留神从一米多高的
斜坡“飞”下。因为没有明显的
外伤出血，孩子也说没有摔疼，
家人就没在意。 谁知第二天傍
晚，朵朵突然面色苍白、哭喊着
肚子痛， 送到当地医院诊断为
“脾破裂”，必须尽快手术止血。

3月7日凌晨，省人民医院
岳麓山院区开通急诊绿色通
道，将朵朵收入介入血管四科
病房，并施行超选择性脾动脉
栓塞介入手术成功止血，将朵
朵从死亡线上拉回。在科室医
护团队共同努力下，朵朵的病
情很快好转，今日康复出院。

该院副主任医师康超文提
醒，一旦孩子受伤，家长除察看
有无体表的明显伤口出血、淤
青、红肿和骨折外，还应注意观
察孩子的面色和精神状态，询
问有无腹部疼痛。 一旦撞击可
能伤到内脏，则应立即送医，以
免延误救治时间。■记者 田甜

通讯员 梁辉 徐源 阳秀春

本报3月12日讯 孩子的身
高一直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
家住长沙的男孩明明今年快5
岁了， 身高只有102cm， 成为
“幼儿园班上最矮的男孩”，父
母很着急。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主任医师薛亦男提醒， 孩子个
矮不一定是遗传问题， 警惕身
体缺乏生长激素导致的矮小。

明明是家中独子， 父母平
时很注意营养、睡眠，也时常带
孩子运动。父亲身高167cm、母
亲身高157cm，无家族矮小史。
到医院问诊后，医生通过骨龄、
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头颅核磁
等检查， 结果显示明明生长激
素完全缺乏， 被诊断为生长激
素缺乏症。

薛亦男解释， 生长激素是
由垂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是
人生长不可缺少的。 生长激素
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分泌增多，
有个体差异，受睡眠、运动、摄

食和应激的影响。生长激素缺
乏症的孩子越早发现越好，明
明的情况要注射生长激素一
年以上才能追赶上正常身高。

薛亦男介绍， 人的身高没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有一个
相对的范围。检查孩子身高是否
正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同龄
的孩子比较，如果比同龄的孩子
平均矮5厘米以上，或发现裤子
穿了两三年也不见短等情况，就
应引起重视，及时带孩子去正规
的医院做相关检查。

根统计， 我国儿童矮身材
发生率约为3%。 报道显示，全
国4-15岁的矮身材儿童总数
约为700万。然而，大众对矮小
可以治疗的知晓率仅为1%，矮
小儿童到医院的就诊率仅为
8%，治疗率不足3%。薛亦男提
醒，希望父母们牢牢把握3-12
岁这个身高干预的黄金时期，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刘丽玲

业主刚装修完，就被推销电话轰炸，较真报警 警方找到始作俑者

买万条个人信息扩大客源，店主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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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 “请问
您目前有家居方面的需要
吗？ 现在我们店正在开展优
惠活动……”“老板， 您的房
子正在装修吧？我们店……”
这样的画面是不是似曾相
识？面对这样的骚扰电话，大
多数人挂断了事， 但有人却
较真报了警。

今日， 记者从宁乡市人
民检察院获悉， 始作俑者因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
批捕。

“我家刚装修完就接到
电话，问我要不要买家具，说
店里正在搞活动， 哪有这么
巧的事？”2021年1月29日，
宁乡市民刘先生意识到自己
的个人信息被他人以不正当
方式非法获取， 并可能用来
牟利，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电话， 警方当
即立案侦查。经查明，2018年
6月，欧阳某在宁乡市成立了
某家居店，并担任公司法人。
“一开始生意还行，后来竞争

越来越激烈。” 欧阳某交代，经
营期间，为了扩大客源，他雇人
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万余条，“名
字、身份证号码都有，我主要是
需要里面的楼盘、楼栋单元、房
号联系电话。”

获取相关信息后， 家居店
让公司营销人员一一打电话给
“客户”， 询问对方是否有家居
方面的需要，以此扩大客源。没
想到最后遇到个“较真”的，报
警了。

目前， 宁乡市检察院依法
对犯罪嫌疑人欧阳某以涉嫌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准逮捕。

检察官提醒： 企业采取非
法方式获取用户信息， 妄想通
过“电话轰炸”来做大生意，浪
费了精力财力不说， 自己也难
逃法律制裁。 希望有此企图的
企业和个人不要抱有侥幸心
理， 也希望有更多群众在发现
自己的信息被泄露的时候，通
过电话录音等方式及时固定证
据，立刻报警。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亚莹

本报3月12日讯 女子酒
后开车接孩子被查， 得知驾
照要暂扣半年后， 情绪崩溃
嚎啕大哭：“以后接送孩子怎
么搞？”今日，株洲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通报了相关情况
（扫报眉二维码看相关视
频）。

3月11日晚9点30分左
右， 一女子饮酒后从湘天桥
驾车去石峰区某中学接儿子
放学，经过320匝道处时被石
峰交警查获，女子满身酒味，
说自己是嚼了槟榔。

经酒精呼气检测， 该女
子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53mg/100mL， 达到饮酒驾
驶机动车的标准。女子辩解：
“我只喝了一杯啤酒，绝对不
是醉鬼， 你看我的状态绝对
没喝醉酒，我是吃了槟榔。”

面对酒精测试结果，女

子不停询问交警：“会通知单位
吗？有什么处罚？”得知驾驶证
要暂扣6个月，半年不能开车，
女子情绪崩溃嚎啕大哭，“儿子
读高中每天要接送， 不能开车
怎么办？我只喝了一口酒，绝对
不是迷糊型的， 你们怎么能这
样，我又不是一个醉鬼，肯定是
因为吃了槟榔。 你们也是有儿
女的人，罚我我认，但是我不能
开车怎么接送崽呢， 你们考虑
过没？你有姐姐吗？你想过你姐
姐的感受吗？”

民警提醒， 酒后驾车害人
害己，作为驾驶员，应当切实
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文明出行
拒绝酒驾；作为父母，更应该
爱护儿女的生命安全， 同时以
自身的良好品行为孩子做个好
榜样。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胡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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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机酒驾被查嚎啕大哭：
“以后接送孩子怎么办？”

案件·酒驾

7岁女孩摔跤不觉疼，脾脏破裂险致命

“全班最矮”未必就是遗传
专家：警惕生长激素缺乏

案件·制假

湘潭岳塘区一酒店存火患被立案整改

消防隐患曝光

收缴假证15吨
湘潭警方破获
特大网络制贩假证案

湘乡警方收缴假
证现场， 所有证件都
能找到，重量达15吨。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