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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24
日讯 11月21日， 网友@佛
山一哥~卡车生活在网络
发布了一条点赞G4京港澳
高速岳阳段平江服务区的
视频。视频中，司机对平江
服务区车辆维修的合理价
格和优质服务频频点赞。

今日，记者采访获悉，
该网友是一位有着20年跑
车经验的货车司机， 因货
车故障， 在G4京港澳高速
岳阳段的平江服务区汽修
服务站换修轮胎。“我原本
担心在服务区修车会不会
收费很高。 可实际上费用
十分合理。”司机感慨道。

在等待修车的过程
中， 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
他送去了饭菜。司机坦言，
自己开车20年， 头一次遇
到维修车胎还“管饭”的服
务区。

视频一经发出， 收获
一片好评，短短两天时间，
该条视频便收获了超2万

的点赞。 网友“再难也要坚
持”表示：“金杯银杯，不如卡
友的口碑。”网友“only�W”
表示：“这个服务区我知道，
不用补胎我都把胎戳破去补
一下。”

服务区的“优待”并非
特例。记者获悉，自湖南高
速集团大力推行服务区微
改造以来，岳阳分公司积极
推进平江服务区的区容区
貌改善，提升服务人员的服
务质量和水平。 与此同时，
汽修服务站也创新经营模
式和经营理念，建立了微信
售后服务群，还免费提供餐
饮服务，让过往的司乘朋友
真正受益。

■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白杨 张忍

修车胎居然还“管饭”
这个服务区要火

视频连连看

吴桔云正在修剪菜园子里的“长颈鹿”。 通讯员 张志伟 罗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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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大叔的菜园里有个“疯狂动物城”
长颈鹿、马、棕熊、狗……甚至还有龙，30多种“动物”耗时8年修剪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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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郴州北湖区消防救
援大队依法对郴州市北湖区北
斗幼儿园处以1万元的罚款，并
责令限期整改火灾隐患。

消防监督员在前期“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中发现，位于郴
州市南岭大道68号的郴州市北
湖区北斗幼儿园消防设施设置
不符合标准，二、三、四楼疏散
走道未设置疏散照明和灯光疏
散指示标志， 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规定。大队对该单位的违

法行为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将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告知
了当事人，给予该单位处罚款人
民币1万元整的处罚， 并责令其
限期改正，消除火灾隐患。

目前，幼儿园负责人如期缴
纳了罚款，并将火灾隐患整改到
位，表示今后将加强单位的消防
安全管理， 加强员工的培训力
度， 积极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确保单位消防
安全。

■通讯员 林思

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在湖
南省衡阳市衡阳县岣嵝乡妙溪村，
村民吴桔云平日里最爱做的， 就是
拿起大剪刀、架起木梯，修剪菜园子
中的“小动物”们。

“你看，这边有蛇、狗、龙，总共
30多种‘动物’，都是由天然檵木修
剪、装饰而成，是不是挺有趣？”说起
这个精心修剪而成的“疯狂动物
城”，55岁的吴桔云颇为得意地介绍
道，檵木是一种常青灌木，生长缓慢
但长盛不衰，在农村，檵木往往被当
成上好的柴火， 却不知它是做盆景
的好材料。

年少时， 吴桔云因家境放弃画
画的梦想，之后靠打零工、给山脚下
的竹制品加工厂送原材料为生，含

辛茹苦地拉扯大一儿一女 。2013
年，吴桔云在砍竹子时偶然发现，山
林间一株檵木外形别致， 便萌生了
将它修剪、装饰成“牛”的想法。

第一头“牛”轮廓初显，吴桔云
心中的“绘画梦”也在慢慢发芽。通
常而言，一株檵木要修剪成想象中
的模样，除每年4次大型修剪外，每
日细节修剪也必不可少；每个“动
物”从培养到修剪成型，要花费5年
时间。“我就是性格犟，别人说我弄
不成，我就要弄成。”吴桔云表示，
倾注大量时间、精力在“一文不值”
的景观上，不仅让同村的村民们费
解，就连儿子都说：“家里住的还是
土砖房，你天天剪这个，不是吃饱
了撑着？”

这一次，吴桔云不想认命。八年
如一日，吴桔云每日雷打不动，走进
菜圃修修剪剪；夜幕降临，伴着满天
繁星欣赏这些“大家伙”们，成了他
唯一的消遣方式。就这样，菜园子里
又多了长颈鹿、马、棕熊等新成员。

“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动物们’
身上开满了各色小花， 像极了童话
小说里的动物世界， 欢迎来参观！”
吴桔云说，“动物园” 位于岣嵝峰国
家森林公园山脚下，风景秀美，想来
“动物园”参观的人可导航至衡阳市
九龙峡漂流附近的妙溪村，“这里山
路陡峭，手机信号差，大家要多注意
行车安全。”

■通讯员 王翟 张志伟 罗盟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近日， 郴州市汝城县消防
救援大队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的奇掌柜火锅店依法进行行政
处罚，罚款人民币5000元。

汝城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
监督员在开展消防监督检查
时， 发现该单位占用疏散通道
（东面疏散楼梯堆放大量杂物，
占用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八
条之规定。 针对检查存在的堵
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问题，

大队依法下发了《责令立即改正
通知书》，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第
（三项）之规定，依法给予奇掌柜
火锅店罚款5000元的处罚。

该火锅店责人表示会积极
按照消防部门的要求，立即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下一步，汝
城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大执法
力度，对消防违法行为、火灾隐
患进行严查重处，确保全县防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通讯员 范娴

郴州：幼儿园消防设施设置不达标被罚1万元

汝城：火锅店因堵塞疏散通道被处罚

2021年11月23日，湖南省直
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进
一步提升服务效能，优化服务质

量，方便为广大群众办理住房公
积金各项业务，深入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而设立，位于湖南

省长沙县经济开发区泉塘街道
漓湘中路6号交通银行内， 有工
作人员3人，2个业务柜台， 为星
沙各单位及个人提供公积金提
取、归集等业务。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星沙分理处揭牌

近日， 一位年过七旬的奶奶
走进交通银行长沙湘府路支行，
向工作人员紧急求助：“您好，我
急需支付一笔7万6千元的费用给
顺丰快递小哥， 可是我的卡不能
用了，该怎么办？”奶奶的问题引
起了客户服务经理小黄的警觉。
原来， 奶奶之前在微信上向一名
“名医祖师爷”购买了可以治病的

“神药”，这个药物为货到付款，现
在药已经到了，但是钱却付不了，
需要查询卡状态并取现金付款。
了解情况后， 小黄初步判断奶奶
应该是遭遇了药品骗局， 便立即
报告支行相关负责人并报警。此
时奶奶情绪愈发激动， 吵着要立
即取款，也不愿意告知家人。工作
人员一边安抚老人， 一边想办法

联系上了老人的女儿。“非常感
谢，烦请一定要稳住我妈妈，千万
不要给她取钱，我马上过来！”

随后，民警及老人女儿赶到网
点，在多方劝导下，老人终于同意
终止取现。“情系民生主动作为，防
范诈骗避免损失。”三天后，老人女
儿再次来到交行湘府路支行送上
致谢锦旗，感谢支行工作人员尽心
尽责，及时发觉此次骗局，并齐心
协力堵截了风险，避免了老人的资
金损失。 ■通讯员 易月

慧眼识骗局，齐力堵风险
———交通银行长沙湘府路支行堵截诈骗资金7.6万元

经济信息消防隐患曝光

近日， 农行娄底分行派出师
资力量分赴辖内分支机构， 开展
“三农”金融业务专题培训及现场
指导，将金融新业务、新产品和新
的操作流程送到基层， 助力提升
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今年1-11月
下旬， 该行各项贷款增量达20多
亿元，同比多增3.2亿元，增量份
额居当地六大商业银行前列。

培训中， 该行将国家乡村振

兴相关政策与“三农”金融业务紧
密结合，对涉农贷款、普惠贷款、
精准扶贫贷款等进行详细解读，
对分支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工作进
行通报和分析，一行一策、因地制
宜提出提升路径。

近年来， 该行采取由内训师
辅导和聘请地方乡村振兴局专家
授课等方式，开展以会代训、专题
培训和“三农”业务测试，力助员

工全面深入掌握国家乡村振兴相
关政策和“三农”金融业务知识。
同时，赴行政村开办农行大讲堂、
惠农日活动，开展技术比赛、岗位
“练兵”等，多措并举提升员工服
务乡村振兴“功夫”。该行还经常
赴乡镇和行政村， 实地了解涉农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及农户的经营情况， 掌握金融需
求，有针对性提供金融服务，提高
服务乡村振兴质效。

■王志明

娄底农行增添服务乡村振兴“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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