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王曦）
8月31日晚， 长沙市岳麓交警大队依
法对涉嫌交通肇事罪的驾驶人杨某
实施刑事拘留，在案件中提供虚假证
言、谎报案情的陶某、汤某、周某也被
依法处以罚款并处行政拘留， 至此，
一起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4
名违法当事人全部归案。

7月16日15时16分许，杨某驾驶
湘AD816*号轿车与陶某、 周某一同
去星沙，当车行驶至岳麓区望城人民
医院望城坡分院路段时，将正横过马
路的老人周某文撞倒在地。杨某立即
下车扶起老人并拨打“120”，当要进
行交通事故报警时， 他却犹豫起来。
因其未随身携带驾驶证且证件尚在
实习期，害怕因此受到处罚。于是，杨
某请陶某找熟人为其顶包，陶某找来
了正在附近的同乡汤某。当汤某到达
现场时，接到报警前来的民警向其询
问情况，汤某果断承认自己为肇事驾

驶人。
此后，被撞老人因伤势过重，于7

月19日抢救无效宣告死亡，肇事者可
能面临刑事责任。民警在调阅案件监
控视频时发现，肇事车内隐约看到只
有三人，而不是现场的四人。据此，警
方进一步开展细致的调查核实，随着
调查逐步深入，杨某感到压力不断增
大。7月22日，深感事故责任重大的杨
某径直到岳麓交警大队投案，陈述了
交通肇事经过，而陶、汤、周三人也先
后投案，陈述顶包经过。

根据办案民警最终下达的《道路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杨某因忽视安
全驾驶、行经人行横道未让行、发生交
通事故后逃逸， 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若其不找人“顶包”构成肇事逃
逸， 可能只会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是缓刑， 如今等待他的却将
是更为严厉的法律惩罚，其余3人也因
“顶包”面临5至7天的行政拘留。

找人“顶包”构成肇事逃逸
肇事者、“顶包”者共四人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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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实习生 倪慧颖 通讯员 朱新根）
今天下午，由中国青基会、贵州茅台
酒集团湖南公司、省青基会联合举办
的“国酒茅台·国之栋梁———2015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益阳举行。

据了解，该大型公益助学活动今
年捐款1亿元人民币， 用于资助全国
31省（区、市）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
优的2万名大学新生。其中，我省600

名家庭贫困、 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每人资助5000元。

此外，团省委、省青基会在今年
的助学行动中，除了“国酒茅台·国之
栋梁”助学行动外，还实施了“芙蓉学
子”、“加多宝·学子情”、“华融湘江银
行·绿色助学行动”、“壹基金”、“太阳
慈善助学基金”、“一帮一爱心助学行
动” 等多个公益项目， 以3000元或
5000元等直拨现金的形式，助力3500
余名家境贫困的学子圆梦大学。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

� � � � 名片
黄婵， 汨罗地税局干部，“84后”

军嫂。选择了当兵的他，就意味着需
要独自挑起一个家。为支持丈夫的工
作，这个独生女把“父亲、母亲、儿子、
媳妇”等多个角色从容演绎，镀亮新
时期“军功章的另一半”。
� � � � 故事

8月30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
方阵紧张演练。汨罗市两岁半的小朋
友果果守在电视机前，仔细地在方阵
队伍中搜寻着。

“妈妈，爸爸在里面吗？”
“果果可以找找哦。”
城里长大的独生女，为爱嫁给农

家出身的兵哥哥， 婚后独自留守家
乡。“说不难、不苦是假话。”在汨罗市
地税局会议室，穿着税官制服的军嫂
黄婵把孩子轻轻抱在怀里， 宛然一
笑，“我们80后还是挺坚强的。”

黄婵的丈夫刘冬在某集团军装
备部任参谋，工作任务特殊，每年只
有1次探亲假。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
照看双方4个老人和1个幼子，都成了
黄婵的“任务”。

“从怀果果开始，我就知道，当军
嫂，是痛并幸福着。”看着在军人方阵
里专心“找爸爸”的果果，黄婵跟记者
打开了话匣子。

2012年， 黄婵还在汨罗地税李
家塅分局上班。 乡镇分局条件不好，
没有宿舍。怀着孩子，黄婵每天独自
挤公交赶几十里路上下班，中午在食

堂逼自己“多吃一碗饭” 补充营养。
“还好，孩子在肚子里比较‘听话’。”
黄婵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这是一
段特殊的人生体验。每天，和远方当
兵的他电话、视频里分享孩子点滴变
化，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因工作需要，2013年黄婵调入
市局财务科， 随后进入办税服务大
厅。顿感以前学的东西一下子不够用
了。怎么办？挤时间学！黄婵的“倔劲”
上来了，在单位，耐心向领导、前辈请
教；下班后，她把以前的账提一叠回
家，等安顿好老人、孩子，挑灯重新做
一轮、学一轮。她还抽时间自学报考
注册会计师，很快从岗位新手成为业
务尖子。今年上半年，黄婵负责“建安
一体化” 工作， 累计代开各类发票
49216份，开具完税凭证37810份，为
国家征收税款近1亿元。“经她手做的
账，没有错过一张，票据订的像本书
一样！”同事们对黄婵无不啧啧称赞。

在单位窗口岗位工作， 延时服
务、 节假日服务是常态。 为做好工
作， 黄婵和婆婆的中晚餐只能吃食
堂。打来饭菜，黄婵抱孩子，让婆婆
先吃，等到她来吃饭时，基本上饭菜
都凉了。同事们看在眼里，都“抢着”
帮带孩子。一来二去，果果跟每一个
同事都不分生，谁带她都乐意。黄婵
的父亲腰椎间盘突出严重， 上下楼
都得瘦弱的黄婵背， 同事们只要看
见了，都来帮忙。“没想到，果果成了

‘大家的宝宝’，我的父母成为了‘大
家的父母’。” 黄婵笑着说，“家里老
人有个头疼脑热的， 同事们比我还
急。他们总说，我们是一家人，让我
倍感温暖。”

“看，电视里有‘妈妈’，有‘爷
爷’、‘奶奶’。”

原来，视频里铿锵的女兵方阵英
姿飒爽，资料讲解介绍参加阅兵方阵
的抗战英烈子女， 平均年龄78岁，皓
发银须，让两岁半的果果有了“惊喜
发现”。

“是啊，有男兵、有女兵，还有甘
为军人奉献一切的家属。” 黄婵感慨
道，“他当兵在外，不能经常陪在我和
孩子身边， 但每当他带着军功章、捧
着玫瑰花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心里都
有一种暖心的幸福。”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实习生 倪慧颖 通讯员 阳勇）“关
节痛、 就用谷比利”、“爸妈关节痛，我
选谷比利”……这是明星海清代言的
谷比利R禾润片的广告语。 看到该广
告后，湖南30岁的何先生在一号店网
络商城为父亲购买了数盒“谷比利”，
但发现该产品并未达到实际疗效，涉
嫌虚假宣传，遂决定提起诉讼。

9月1日上午，在新《广告法》正式
实施之际，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高接收此案，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为该案办理了立案手续，将谷比
利R禾润片的生产者营养屋（成都）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与其代言人黄怡
（海清）同时列为被告。经了解，该案
是新《广告法》实施后我省首起广告
诉讼案。

据刘高介绍，明星代言人对消费
者影响非常大，当事人也称自己是基

于对海清的信任而购买了该产品。根
据新《广告法》第18条规定，保健食品
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
明，且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
药物”等。

经何先生查询得知，谷比利R禾润
片只是保健品， 国家食药监总局核准
的保健功能为“增加骨密度，增强免疫
力”，并不具备预防、缓解或治疗骨痛
关节痛的功能。“这也涉及虚假宣传、
消费欺诈等问题，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以及今年出台的《保健食品广
告审查暂行规定》。”刘高介绍。

对于明星代言人的法律责任，刘
高解释道，由于海清该代言广告在新
《广告法》实施之前，而民事法律一般
只适用于其生效后发生的事实和关
系，如果该广告不再使用，海清无需
承担责任； 而如果该广告继续使用，
代言人海清将承担连带责任。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于
振宇 实习生 倪慧颖） 今年秋季
开学， 因为一纸政令取消午休住
宿费， 很多小学纷纷取消了白托
班， 让不少家长忧心忡忡：“我的
孩子中午去哪儿？”湖南日报对此
进行报道后， 长沙市教育局9月1
日给予回应， 取消午托收费并不
意味着取消午托， 有条件的学校
要继续做好午托管理。

开学前夕， 省发改委等部门
联合发文：今秋起，取消中小学午
休住宿费和社会实践活动收费项
目。 同时规定， 取消午休住宿费
后， 不得强制学生在中午离开学
校。政策一出，部分小学纷纷取消
了午托服务。

一位校长介绍， 学校之所以
取消白托班， 是因为没有了收费
依据， 单纯依靠原有的午餐费收
费，学校食堂难以为继，没有食堂
便没法开展午托服务。“原来每
个学期每个孩子能收取1300元左
右的白托费用， 学校食堂勉强能
维持运营，现在只剩下100元的午
餐费收费，没法再开下去了。”

据了解，长沙实验小学、岳麓
一小、砂子塘、枫树山大桥小学等
等， 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校内
托管，不仅满足了群众需求，更让
学生的安全得到保障， 且比校外
托管的收费要低得多。对此措施，
家长普遍是欢迎的。

不少家长表示， 如果学校提
供午托服务， 家长愿意出午休住
宿费， 一是工薪阶层两个人都要
上班，没有时间接送；二是中午就
2个小时，时间成本耗不起；三是
对于长身体的小学生而言， 能就
近在学校午休是最好的选择；四
是把孩子交给学校外面的托管机
构，不但收费高而且不放心。

9月1日， 长沙市教育局宣统
处副处长黄军山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教育部门一直把孩子的
发展和家长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取消午托收费并不意味着取消午
托，长沙市教育局已召开会议，要
求有条件的学校继续做好午托服
务。 目前正在研究后续的配套措
施， 确保省里政策落地的同时不
给家长和孩子带来额外的负担。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涂立峰）8月30日，刚考取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长沙县金井镇
贫困学生小敏，接过湖南申湘集团发
放的2000元助学金， 激动地说：“我
一定刻苦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帮助
同样需要帮助的人。”据了解，湖南申
湘集团今年向金井镇家庭贫困学生
捐献的20万元助学金今天到位，将
帮助114名学生上大学。

2003年起， 申湘集团对口资助革

命老区金井镇的贫困学生。12年来，他
们每年开展捐款， 已累计捐助学金190
万元，帮900余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还为受助大学生、 毕业生提供实习、工
作岗位。如今，不少受到资助顺利读完
大学的学生成了教师、工程师、大学生
村官、回乡创业者。每到新学年，不少曾
经受助者捐钱、出力，加入助学队伍。金
井镇拔茅田村的郑宇成去年受助，今年
他当了助学活动志愿者。他说：“我要以
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

今天，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获悉， 我省正式启用“通报、通
检、通放”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新模
式，省内原有的15个进出口检验检疫
机构辖区界限限制完全打破，从事进
出口贸易的湘企从此大可享受“一次
报检，一次施检，一次签证放行”的便
利。

与此同时，我省加入长江经济带
检验检疫一体化通关试行成功，今
后，将正式与长江沿线12个省市实现

“进口直通、出口直放”。

“通报、通检、通放”新
模式覆盖全省

中烟湖南进出口公司是我省最
大的片烟出口企业， 每年向欧洲、中
东、 东南亚等地区出口约7000吨产
品。公司设在长沙，但烟叶收购、加工
工厂设在郴州和永州。

“以前，作为长沙的企业，我们只
能在长沙报检，公司再派专人带着长
沙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到郴州、
永州去检验检疫，然后再回到长沙放
行， 每次报检到放行至少得1个星期
以上。” 企业负责人抱怨， 这实在是
耗时耗钱，万一检验检疫中出现任何
问题，工作人员还得在两地间来回跑

腿，时间还要拖得更长。“现在，我们
可以根据货物情况，选择在长沙办理
检验检疫各项业务，也可只在长沙办
理报检，由郴州和永州当地的检验检
疫部门办理检验检疫和放行等业务，
公司的成本明显降低了， 货物在4天
内就可完成出口通关。”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关处
处长袁智能介绍说， 这种“通报、通
检、通放”新模式已经覆盖了全省。所
谓“通报”是指我省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在省内自主选择进出口货物报
检地点， 实行统一受理， 集中审单。
“通检” 则是指在属地化监管的基础
上，省内任一检验检疫机构对货物的
检验检测结果，省内其他检验检疫机
构互认。而“通放”是指经检验检疫合
格的货物，企业可以选择省任何一家
检验检疫机构申领相关单证、办理放
行手续。

湖南进出口货物可在
长江经济带12省市 “直通
放行”

湖南登凯贸易有限公司是长沙
一家茶叶出口企业，货物固定从上海
口岸走海运出口。

长期以来，时间“紧巴巴”是公司
负责人杨代明的苦恼。 作为长沙企
业，公司只能在长沙报检、检验检疫、

放行，但货物到上海后，公司要凭着
长沙签发的换证凭单再次申报换取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关单，然
后办理报关手续。上海口岸还要按比
例抽查，万一被抽中，又得耽误两三
天。

现在， 杨代明再也不用担心了。
“我们走‘出口直放’，出口时间能加
快2至3天， 每年至少能节省几万元；
而且， 公司有了较为宽松的时间，有
利于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杨代明所说的“出口直放”，是湖
南加入长江经济带检验检疫一体化
后，货物出口的新模式。

早在今年3月， 国家质检总局研
究制定了《长江经济带检验检疫一体
化建设方案》， 要求相关省市检验检
疫部门，根据动植物及其产品坚持进
口以口岸为主、出口以产地为主的原
则，实行“通报、通检、通放”、“进口直
通、出口直放”等检验检疫模式。5月，
湖南加入长江经济带检验检疫一体
化试行。

“通过几个月试行， 这一新的检
验检疫模式已经成熟了。” 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通关处处长袁智能说，
今后，全省进出口企业凭省内任一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通关单，就可
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宁
波、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口
岸直接办理通关业务，不再需要二次
申报换单。

哪些进出口货物不适
用检验检疫新模式

并非所有进出口货物都适用于
新的检验检疫模式。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通关处处
长袁智能告诉记者，为确保国门安全和
进出口产品质量，国家质检总局依据检
验检疫法规和风险分析结果，对适用省
内“三通”检验检疫和长江经济带检验
检疫一体化的货物进行了具体规定。

目前，进口散装货物、易腐烂变质
货物、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以及已发
生残损或短缺的货物、活动物及动物遗
传物质、植物繁殖材料、原木、粮食、水
果、中药材、动植物特许审批的禁止进
境物，以及一二级风险动物源性生物材
料及制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人体
组织、血液及其制品和可能含有病原微
生物的生物制品、实施卫生检疫的废旧
物品（含人发及其制品）、食品、化妆品、
汽车、心脏起搏器、危险货物及其包装、
出口退运货物等，出口危化品、散装商
品、双边协议商品、援外物资和市场采
购货物、在口岸需更换包装或分批出运
的货物，以及国家质检总局明确规定必
须在口岸查验、检验检疫、实施适载检
验、 监装或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货物，
暂不实施检验检疫新模式。

凡规定之外的进出口货物，均可
用新模式办理检验检疫业务。

“三通”、“两直”检验检疫新模式覆盖全省，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湘企享受
“一次报检，一次施检，一次签证放行”便利———

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

新《广告法》9月1日实施之后

湖南首起涉嫌虚假广告案立案
海清（黄怡）成被告

长沙市教育局回应：

有条件的学校
要继续做好午托服务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在益阳启动

1亿元资助2万大学新生

申湘集团捐款190万元

12年共资助
900贫困学生上大学

■“取消白托班，孩子谁来管”后续

图/张杨

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

9月1日 ， 新学期
开学第一天 ， 衡阳市
蒸 水 小 学 学 生 走 进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聆听抗战故事。当天，
衡阳市95万余名中小
学生通过走进纪念场
馆实地感受 、 观看影
视资料等方式 ， 参加
“开学第一课暨衡阳
抗战故事会”活动，缅
怀抗战英烈 ， 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

彭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