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名失踪或被拐儿童找到回家的路
省公安厅通报“团圆”行动战果：其中7名儿童已与亲生父母成功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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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融服务大行动，长沙
银行“诚意满满”。 会上，国际业
务部总经理罗珍介绍了包括“专
利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并
购融资‘融资 + 融智’”等在内
的特色金融产品，并就自贸区经
常项目外汇便利化政策、资本项
目外汇便利化政策等进行详细
解读。

据悉，长沙银行岳阳分行始
终坚持“服务地方、服务中小和
服务市民”的定位，坚持深耕岳
阳本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目
前，长沙银行岳阳分行下辖三家
城区支行、四家县域支行，预计
今年底将实现岳阳地区全域覆

盖。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分行表
内外贷款规模突破 140 亿元，贷
款投放增速远超岳阳地区同业
平均水平。

随后，湖南省卂龙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汨罗正威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湖南凯博抗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代表发
言，分别提出了各自面临的融资
难点、堵点和痛点。 面向企业家
代表，长沙银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张曼率领的专家团队为企业
一一答疑解惑。

在岳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李挚的见证下， 此次还挂牌
成立了岳阳产业金融服务站，

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与企业需
求的无缝对接，加速产融结合、
良性共生。

“我们一起向前冲”长沙银
行践行“三高四新 ”金融服务
大行动，主流媒体支持，长沙
银行送服务、产品上门 ，是贯
彻省政府日前出台《湖南省金
融服务“三高四新 ”战略若干
政策措施》（业界称为“金十
条”）的创新举措。“金十条”已
明确提出，加大重点领域融资
支持力度 ， 要通过开展金融
“暖春行动”“进市州入园区帮
企业”等银企对接活动，促进
各金融机构与项目单位有效

衔接。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务

委员、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龚定名说， 湖南日报作为
党报集团， 始终践行主流媒体
责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
发挥品牌影响力、媒体传播力、
用户覆盖力等优势。 此次与长
沙银行联手举办走进市州活
动，紧密围绕践行“三高四新”
战略这一主题， 将深入全省各
大园区、优势产业链等，并举行
服务自贸区建设等专场银企对
接活动。 根据计划，下一站活动
将前往湘潭市。

长沙银行作为我省最大法

人银行、首家上市银行，聚焦重
点产业和企业，增信贷、降成本、
优服务，为湖湘经济发展持续赋
能。 至 2020 年末，长沙银行资产
总额 7042.47 亿元， 较年初增加
1022.49 亿元， 增幅 16.98%，增
速创下近三年来最高。

当前，岳阳正举全市之力建
设“三区一中心”，这是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的具体实践。 李挚
希望，“湖南人自己的银行”长沙
银行能进一步加大在岳阳的信
贷投放力度，实施更加精准的金
融帮扶，聚焦重点项目、聚焦重
点企业、聚焦重点行业，真正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 确保实现
“金融活水”效能的最大化。岳阳
市委、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长沙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大家
创优环境、保驾护航，携手共创
政银企三方共赢的发展局面。这
几年，岳阳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业务量持续扩张，贷款增
量连续 3 年居全省第二位，贷款
增速连续 3 年居全省第一位，贷
款余额翻了一番。长沙银行进驻
岳阳 4 年多， 全力服务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 围绕重点园区、
重点产业、中小微企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战略，累计投放资金过百
亿元，为岳阳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金融血液。

长沙银行携手湖南日报邀你“一起向前冲”

助力“三高四新”，金融服务大行动走进岳阳
4 月 21 日，“我们一

起向前冲” 长沙银行践
行“三高四新”金融服务
大行动走进市州活动来
到第一站岳阳市。 这是
长 沙 银 行 携 手 湖 南 日
报，开启政府、企业、银
行、媒体全新合作形态，
积 极 主 动 贯 彻 省 政 府
“金十条”政策措施的一
种有益探索。

■通讯员 陈攀

长沙银行践行“三高四新”金融服务大行动走进岳阳市活动现场。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2021年3月4日，寻找被拐女儿22年的梁清松夫妇，终于将日思夜想的孩子真实地搂在了怀
中。像梁清松夫妇这样蹒跚在寻亲路上的人并不少见，在警方和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类似家庭终得团圆。

4月21日，湖南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推进“团圆”行动新闻发布会，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
敖平洋通报了行动开展情况及战果。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谭卓毅

1994年1月26日， 在云南
省曲靖市前北村做生意的邵东
人谢群林， 让儿子谢某念跟随
一个认识的叔叔先回家。 忙着
收摊的她没想到， 母子俩这一
分开再次相见却是在28年后。

回家发现儿子失踪后，心
急如焚的谢群林立即四处寻
找， 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在当地电视台发出寻人启事，
均未找到任何线索。 从此，谢
女士夫妇及亲人将生活重心
转移到了寻人上。为了能够找
到儿子，他们放弃了所有多方
寻找，多次在公益组织的帮助
下采集血样，与疑似人员进行
比对，一次次希望后又是一次
次绝望。

2018年12月， 抱着最后
一丝希望，谢群林来到邵东市

公安局寻求帮助。市局刑侦大
队立即成立专班，采集血样并
检验比对，将失踪相关信息录
入系统。另一方面根据提供的
线索， 民警先后辗转云南、四
川和湖南等多地找寻。遗憾的
是，事发已经20多年，并未取
得有价值的信息。

2021年年初，公安部传来
消息，通过比对，谢群林的血
样比中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
的一名叫“钱某辉”的男子，民
警重新采集谢群林女士、女
儿、 儿子的血样进行检验复
核。2月3日，通过复核，确认钱
某辉就是27年前走失的谢某
念。

目前，省公安厅刑侦总队
正组织警力继续侦查，如涉及
拐卖犯罪，将依法严厉打击。

“求求你们帮帮忙，我们老
两口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
能够再看上我的亲生女儿一
眼。”2020年4月29日上午，2位
老人步履蹒跚、 相互搀扶着来
到湘西州龙山县公安局。 民警
询问得知，2位老人是龙山县苗
儿滩镇六合村村民梁清松、陈
香娥夫妇， 女儿梁某琴1999年
10月在广东省走失， 当时未满
16岁。多年来，夫妻两人一直苦
苦寻找女儿，却如大海捞针，一
无所获。

刑侦大队技术室民警仔细
询问梁某琴走失情况后， 立即
将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
被拐卖、失踪儿童系统，并采集
了两位老人的信息， 送到州公
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经
检验对比， 比中广东省乐昌市

黄圃镇一名叫“田文玉” 的女
子。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采集
“田文玉”的血样，寄给湘西州
公安局进行复核。复核认定，梁
清松、陈香娥夫妇与“田文玉”
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田文
玉”正是21年前走失的梁某琴！

2021年3月4日，根据省公
安厅刑侦总队的安排部署，龙
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组织梁清
松、陈香娥夫妇、家属等20人赴
广东认亲， 母女相见， 喜极而
泣，紧紧相拥。

经查， 梁某琴有一定程度
智力障碍，1999年10月在广东
省走失后， 流浪到乐昌市火车
站， 被现任丈夫邓东华的妹妹
收留，随后带回乐昌市黄圃镇，
生育2个子女。

“团圆”行动是2021年1月公安部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以侦破拐
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
要内容的专项行动。

敖平洋介绍，通过认真梳理核查，
联系失踪儿童父母，重新采集血样，完
善案件信息， 全省公安机关综合运用
科技手段全力开展专案侦办， 查找失
踪被拐儿童， 让更多离散家庭亲人相
聚、家庭团圆。

同时， 认真排查梳理非正常落户
人员， 全面采集流浪乞讨人员和弃婴
信息、 补录非福利机构监护弃婴收养
登记信息。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开展打
拐数据集中比对会战， 第一时间查明
被拐卖、失踪儿童线索，确认结果。一旦
找到被拐卖、失踪儿童，公安机关立即
为当事人提供免费DNA亲子鉴定，并
为双方认亲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保障。

今年以来，湖南公安机关共查明
27名失踪或被拐儿童下落，成功组织
其中7名儿童与亲生父母认亲， 让分
离多年的亲人再次团圆。

链接

“团圆”行动：
让更多失踪或被拐儿童回家

故事1 母子一别，再见已是28年后 故事2 “最大愿望是有生之年再看女儿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