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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肚皮舞赛将惊艳娄底

省直机关秋季桥牌联赛收牌

综合·体育 ２０13年9月22日 星期日４

本报记者 彭芳 柳德新
通讯员 申喜志 姜华

“银行账号已改，请将款汇到XX
账号。” 相信不少人都收到过这样的
短信。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
公众， 如果收到类似短信要擦亮眼
睛，谨防金融诈骗。今年1至8月，全省
农行营业网点共堵截各类欺诈风险
事件104起，涉及金额2882.5万元。其
中，针对银行的欺诈事件18起，涉及
金额2614万元；针对银行客户的欺诈
事件86起，避免客户损失268.5万元。

针对个人的金融诈骗手法有哪
些？公众如何防范金融诈骗？本报邀
请农行专家，一一进行解读。

天上掉馅饼，小心是陷阱

今年4月2日中午，长沙岳麓区工
大支行一名客户一边打电话一边利
用自助设备办理业务，可是该客户好
像不太熟悉自助设备的操作。大堂引
导员邬玉华见状， 来到自助设备旁，
询问客户是否需要帮助。

该客户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
称是财政局要给她女儿发放教育金
补助3500元，要她到自助设备核实其
银行卡和身份信息才能把钱打过来。

邬玉华看到该客户之前的操作，
分明是对外转账3500元而非核实信
息，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利用返还所谓

教育金实施的诈骗案件。于是劝说客
户不要上当受骗。

刚开始该客户还不相信，坚持要
去“核实信息”。网点负责人也赶过来
反复劝说， 该客户方才恍然大悟。后
经核实，所谓的3500元教育金补助完
全是子虚乌有。

农行湖南省分行有关人士分析，
目前针对银行客户的欺诈手法五花
八门，比如：

“猜猜我是谁”诈骗。诈骗者以各
种手段取得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后，
随机拨通某用户手机，以“老朋友，最
近混得如何”等寒暄问候，让用户猜
其身份， 冒充友人加以情感联系，后
以路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等急需用钱
为由，骗其汇款到指定账户。

短信中奖诈骗 。以“非常6+1”等
节目中奖信息为由，通知手机用户说
中了大奖，一旦回复，便称兑奖必须
另外交纳个人所得税或者手续费等
各种费用， 以此为由诱人上当受骗。
全省农行系统今年来共堵截此类案
件6起，涉及金额3.08万元。

编造事故诈骗 。以医生、警察或
被骗人亲属的同学、朋友名义，谎称
被骗人亲属生病或因车祸住院抢救，
甚至谎称遭到绑架，骗其汇款到指定
账户。农行湖南省分行共堵截此类案
件4起，涉及金额5.7万元。

发送银行账号短信诈骗。 发格式
短信“银行账号已改，请将款汇到XX
账号”。这类诈骗案件，行骗的对象是
正巧要汇款的人员，大多为经商人员。

贷款信息诈骗。发送低息贷款的
短信，后以交纳利息、公证费、担保
金、手续费等为由，诱骗他人汇款。

通过快捷支付进行诈骗。不法分

子通过精心设计各类骗局，要求客户
新办理一张银行卡且开通短信息服
务，绑定不法分子的手机号码。不法
分子利用快捷支付将客户资金转走。
近日，长沙、邵阳、郴州、岳阳等地均
发生此类案件。

此外， 还有银行卡消费诈骗、冒
充公检法机关发传票办案诈骗、购车
退税诈骗、发放补贴或返还教育金诈
骗等。

不要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或汇款

针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农行
湖南省分行加强防范，精心编织“三
道”防线，筑牢客户资金安全的“篱笆
墙”。

防线一 ：强化开户管理 。使用虚
假身份证件开户、冒用他人真实身份
开户及多头开户，是大多数犯罪分子
用于诈骗、洗钱的惯用做法。农行从
源头抓起，对所有新开户身份信息进
行严格审查，通过与公安部门联网系
统进行身份甄别，将不法分子杜绝于
银行之外。

防线二 ：强化风险识别 。今年以
来，全省农行系统先后组织开展柜台
业务规范操作、识别诈骗风险等专业
培训，让从业人员对犯罪分子惯用伎
俩了然于心，练就“火眼金睛”。今年
上半年，农行临柜人员、业务主管在
办理客户业务时， 通过主动询问、观
察、核查，堵截诈骗案件66起。

防线三 ：强化宣传提示 。农行还
通过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送金融知
识进社区等宣传活动，及时向客户普
及金融知识， 加大对客户的风险教
育， 让客户保护好自己个人信息、保

护好账户密码，提高客户防范诈骗意
识及识别诈骗能力。

8月1日，农行宁远县九亿广场分
理处主任在查看网点交易流水时发
现， 网点客户某公司一笔480万元款
项通过网上银行，从该公司账户转入
个人名下。凭着对该公司用款情况的
了解，分理处主任意识到该笔巨款可
能有问题，于是拨通公司法人代表手
机。

不出所料，该公司法人代表对这
笔巨款的出账并不知情，而是公司财
务主管利用账户管理漏洞私自将巨
款转入个人名下， 企图私吞巨款潜
逃。 由于提醒到位、 报案及时，8月5
日， 该公司480万元巨款一次性全额
追回。

农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储户要擦
亮双眼，提高防范意识。无论不法分
子采取哪种诈骗手法，都需要储户通
过银行柜台或自助设备、网上银行进
行转账或汇款。储户一定要多留个心
眼，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不
要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或汇款，特别
不要轻易泄漏账户信息。如果客户因
受骗已将款项汇出，应及时拨打银行
客服电话或向银行网点进行求助，及
时向公安部门报警。

如果已经上当汇款，但不法分子
尚未将钱取走， 是否还有补救办法？
农行湖南省分行有关人士介绍：若客
户因受骗已将款项汇出，建议第一时
间拨打银行客服中心电话，办理口头
挂失， 将对方账户卡故意输入3次错
误密码， 这样可锁定诈骗方账户。同
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向相关银
行上报相应手续和流程申请应急控
制措施，可尽量避免资金损失。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何国
庆） 今天， 湖南大学首届竞争法与
竞争政策国际论坛在长沙举行。 来
自美国、 德国、 英国、 韩国等国及
国内高校的竞争法学、 经济学专
家、 反垄断相关执法机构负责人、
执业律师80多人参加论坛。

我国 《反垄断法》 今年已实施
5年， 在反垄断执法方面取得积极
进展。 此次论坛紧紧围绕“反垄断
相关市场界定” 这一主题， 结合我
国反垄断的实践， 如茅台、 五粮液
价格垄断案， 奇虎360诉腾讯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案等， 对反垄断相关
市场界定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 专家们不仅对国内
外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的发展趋势
进行了前瞻， 对我国老百姓普遍关
注的互联网、 民运航空、 白酒等行
业反垄断中的相关市场界定进行了
深入的理论分析， 而且在相关市场
界定在反垄断中的地位与作用、 缺
陷和不足等多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这对提高我国反垄断的执法水平，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不法分子针对银行客户欺诈手段五花八门。今年1至8月，全省农行营业网点堵截
针对银行客户欺诈事件86起，避免客户损失268.5万元。储户如何确保银行账户安全？

擦亮双眼防范金融诈骗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天，长沙市少
年宫大楼里琴声阵阵，门外等候的家长心随琴动。由
湖南日报、 湖南省键盘音乐学会及广州珠江钢琴集
团联合主办, 湖南海韵琴行有限公司承办的2013年
“珠江·恺撒堡” 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湖南赛区选拔
赛，在长沙落下帷幕，曾钦、朱紫婧、刘宇昕、刘与歌4
人脱颖而出，荣获特等奖。

此次大赛自7月初启动以来， 在长沙、 湘潭、衡
阳、岳阳、益阳、邵阳、怀化、自治州等8个市州举办了
初赛，共有3000多名青少年参加选拔赛。经过层层
选拔，9月20日，700多人获得复赛机会，在评委认真
打分考量后，从中选拔300余人参加了今天的决赛。
决赛按年龄大小分设5组， 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
逐， 共有4人获得特等奖、60人获得一等奖、90人获
得二等奖、150人获得三等奖。每组的前两名，将有机
会参加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300青少年逐梦钢琴大赛

9月21日，2013“珠江·恺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
赛湖南赛区总决赛在长沙举行，曾钦、朱紫婧、刘宇昕、
刘与歌等4名选手获得特等奖。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获悉，
2013湖南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节暨
首届肚皮舞锦标赛将于国庆期间
在娄底举行。 届时，来自全省的60
余名肚皮舞者将惊艳亮相。

作为本届全民健身节新引入
的项目， 首届肚皮舞锦标赛总决
赛将于10月2日至4日在娄底举
行。 比赛由省体育局、娄底市人民
政府主办，省社体指导中心、省健
身协会、娄底市体育局、长沙华鹰
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本次比赛分为职业组、 业余
组和团体组3个组别，日前已在长
沙、郴州、怀化等地进行预选赛。
职业组和业余组的前8名将晋级
10月份的总决赛，团体组由3人或
以上组成，直接进入总决赛。

赛事负责人曹礼华介绍，肚
皮舞起源于中东地区， 其特色是
舞者随着变化万千的快速节奏摆
动臀部和腹部。“肚皮舞主要受二
三十岁女性欢迎， 由于其舞姿优
美，具有健身塑体的效果，近年来
在我省越来越受追捧。 ”

本报9月21日讯 （通讯员
常和平 记者 王亮） “华菱杯”
2013年省直机关秋季桥牌联赛
今天在长沙闭幕， 省水电院队、
省委机关队、 省政府联队夺得
前三名。

本次比赛由省桥牌协会和

华菱集团联合举办， 来自省直
各机关单位的20支队伍报名参
加。 本次比赛非常激烈， 经过
了6轮、 每轮8副牌的激烈争夺，
直到最后一轮才决出前三甲。
株洲电力机车队、 省农业银行
队和省民政厅队分列第4至6名。

本报记者 朱永华

公路治超堪称“天下难事”之
一，郴州人却做到了别具一格：通过

“天网式”治理，近几年公路超载率
持续大幅下降， 马路上基本上看不
到超载的车辆。这被同业誉为“郴州
模式”。最近，广东、河南等地的同行
来到最具代表性的郴州市北湖区学
习取经。治超办主任廖久真说：其实
我们的做法也是“学”出来的。

公路超载为什么是顽症？ 不是
治不好，而是方法要科学合理。廖久
真介绍，郴州市委、市政府对治超工
作非常重视， 早几年专门组织人员
去先进地区调研学习， 形成自己的
治超思路：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立
足源头、标本兼治。2010年3月，北湖
区应势而动， 一方面改变治超工作
原来由公路部门单打独斗的做法，
从交警、公安、公路等部门抽调人员
组建队伍，设立3个固定治超站、3个
治超执勤点、4个治超巡查点以及1
个流动稽查大队， 全天候24小时不
间断联合执法，形成无缝隙、无死角
的立体治超网络； 另一方面加强货
运源头监管，运管、煤炭、安监等相
关责任部门对货运源头单位实行横
向监管，所属乡镇（街道）对货运源
头单位实行纵向监管， 形成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模式，从源头
上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

政府牵头、 联合执法为治超工
作搭好了一个非常好的架子， 割断
了部门利益链条，对“以罚代管”现
象来了个“釜底抽薪”。在此基础上
治超办对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素质
教育培训。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
人手一册，一周一次组织学习。学习
方式上也是多样化， 既有要求严格

的过关考试， 也有生动活泼的知识
抢答赛。执法队伍曾经也出过问题，
针对原来查获的以权谋私的个案，
北湖区治超办对工作人员开展警示
教育。学习教育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有了
很大提高，2012年调查显示，公路超
载率由以前的86.49%下降到1%。

治超队伍的固化还有可能形成
惰性和新的利益链条， 导致治超成
果流失。怎么办？新的一轮学习和研
究开始了。 公路超载实际上是无处
不在的利益与规范的博弈， 必须有
疏而不漏的监管机制。由此，北湖区
在认真研讨之后，建立了几项制度：
各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对所属
机关、企业超载车辆监管，发现超载
实行“倒查”，追究对口单位责任，计
入年度考核。 实行“风险抵押金制
度”，全区28家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缴
纳治超风险抵押金， 发现有超载现
象就实行处罚。此外，还有“三级”督
查机制： 治超办内部每周不定期督
查、 交通主管部门半月一次的部门
督查以及区委督查室、 政府督查室
每月不定期督查。 区委书记还几次
深夜暗访呢。这样一来，北湖区的治
超工作就好比撒下一张“天网”，今
年调查统计的超载率仅为0.08%，而
且一直没有反弹。

本报9月21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陈三星） 近日， 岳
阳县渔政局执法人员将近期收缴的
非法捕捞工具公开销毁。 该局局长
李德军告诉记者， 利用麻布网捕捞
的喻某等4名涉嫌非法捕捞者， 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这在我
省乃至全国内陆湖都是首例。 今年
来， 该局共办理渔业案件62起， 烧
毁电捕鱼船9条， 清除残留“迷魂
阵” 268杠2.5万米； 刑事拘留14
人， 行政拘留7人。

学出来的“模式”
———郴州市北湖区公路治超速写

多国专家聚长研讨反垄断

全国内陆湖首例

岳阳4名利用麻布网捕捞者被刑拘

一传不稳是难题
21日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前两局

分别以25比13和25比17轻松拿下， 但
后3局却越打越差， 最终被韩国队以25
比21、 25比23、 15比11连扳3局， 惨遭
翻盘。

赛后， 中国女排主帅郎平直言，
“后3局主要还是一传和防守的问题。”
一传不稳， 让中国女排的进攻火力无
法施展， 而防守问题则主要表现在失
误太多。

除张磊和张娴的一传稍微好些外，
中国女排其他人基本顶不上来。 殷娜
一传不错， 但她是一位主攻， 无法替
换张磊。 余下曾春蕾、 沈静思、 王娜
均无法给出稳定的一传。

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中国女
排只能靠几位主攻手强攻硬拼。 打到
最后， 惠若琪、 朱婷的体力已处在透
支边缘， 进攻成功率急剧下降， 这也
是中国女排不善缠斗的原因。

一传不稳， 已是中国女排的老大
难了。 这也说明， 新一代的中国女排
在基本功上还是有所欠缺。 同时， 盲
目跟随世界潮流， 强调进攻， 也让中
国女排在接一传和防守上的意识不如
以往。

心理波动难调理
就在9月18日的复赛第2轮比赛，

中国女排以3比0击败了韩国队， 为何
几日之后， 就遭对手逆转？

郎平无奈地表示， 实力是一方面，
心理因素也是关键。 “输掉这场比赛
除了一传和防守的问题外， 队员们比
较疲劳、 心情也不太稳定。 昨天输给
泰国队后， 队员们可能都没怎么睡，
心情不好； 今天也想拼， 但单靠强攻
还是很吃力。”

从先赢后输的心理历程来看， 中
国女排首先是受到了20日输给泰国队
的影响。 其次， 也说明目前这支新老
交替的年轻女排， 仍然欠缺大赛经验，
关键时刻定力不够。

同时， 相对于韩国队在落后两局
的情况下没有放弃， 中国女排缺少一
种舍我其谁、 破釜沉舟的霸气， 也缺
少一位能在关键时刻稳定军心的领军
人物。

仍需苦练基本功
亚锦赛连遭泰国、 韩国队阻击，

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中国女排的
“复兴大业” 任重道远。 对于今年4月
份再一次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郎平
来说， 需要她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中国女排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复杂，
不仅仅是新老交替， 还包括队员和教
练的磨合、 以及心理的成长。 “队员
目前仍未完全理解我的战术。” 郎平曾
在亚锦赛期间如此表示。

据了解， 中国女排在比赛结束后
赶往曼谷， 将从香港转机飞回北京，
26日赶赴“福地” 郴州参加世锦赛亚
洲区资格赛。

在亚锦赛表现欠佳的情况下， 虽
然即将重返“五连冠” 福地， 郎平也

显得有些焦虑， “只有两天时间， 没
时间作大的调整， 我们将尽量帮助运
动员做好心理方面的调节。” 世锦赛亚
洲区资格赛中国女排将再次遭遇韩国
队， 郎平表示短期内无法做出改变，

“只有两天在北京， 我也没有这么多阵
容来变化， 面对现实吧。”

据了解， 全运会以后队员们一直

在打比赛， 只能以赛代练， 缺少强化
训练， 基本功不够扎实。

郎平表示， 中国女排未来两年还
是要多挖掘新手， 但新人出来需要有
时间培养、 训练、 积攒经验。 “我希
望国家队接下来能有一个比较安静的
时间好好练一练， 练出点自己的东西，
年轻球员还是要重视基本功。”

9月21日女排亚锦赛进行三四名争夺战，
中国女排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韩国队连扳
3局，最终获得第4名，创造了中国女排在历届
亚锦赛的最差战绩———

中国女排怎么了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中国队球员惠若琪（左下）和杨珺菁（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第四届全民健身节国庆期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