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停车场流动商贩
太多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生态停车场好多流
动商贩，下午c线游客游览完出来时，到处追
着游客，大声叫卖，强塞东西到游客手中，多
时达几十人。特别是下雨天，追着大巴车跑，
车还没停稳就一拥而上，堵在车门口，非常
危险。整个游客出口堪比集市。 卓生

·邵阳安置小区经常停电
我是邵阳市邵阳大道佘湖一品后的安

置小区居民， 该安置小区有双清区石桥乡
几个村的安置群众几百人。 我们搬到这个
小区有两三年了，电力一直不稳定，以前也
经常停电，但一般不会超过两小时。可最近
几天是整晚都停电，天气炎热都无法洗澡。
给供电站打电话，他们说归邵阳城建投管，
给城建投打电话，他说归供电站管，都在踢
皮球。希望领导重视，帮助解决安置小区的
用电难问题。 蒋群会

·优租客人去楼空 租客押金要不回
长沙优租客房地产经纪公司租客预交

押金无处要。我于5月14日与优租客公司签
订租房合同，该公司与房主签订托管协议，
当天我就缴纳1700元押金和房租2550元以
及服务费170元 ， 共计4420元 ， 合同期为
2018年5月28日至2019年5月28日，经了解，
3个月房租已如实交给房东，但是押金及服
务费交至优租客公司。 现优租客公司听说
是资金周转问题，已经人去楼空，员工都不
知去向， 联系不上。 派出所称无法受理案
件，租客如何才能要回押金？ 曾如新

·祁阳火车站不开空调和风扇
已经进入夏天， 最近天气热了起来，但

祁阳火车站候车大厅既不开空调又没风扇，
三十摄氏度以上的天气，候车室里除了出入
口可以通风，整个大厅十分闷热。工作人员
的办公室倒是装着空调风扇， 他们享受着，
坐车等车的乘客就在这里干热着。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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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你遗失过身份证吗？ 你知道遗失的身份
证去了哪儿？你是否焦虑自己遗失的身份证被
人拿去银行开户、诈骗、洗钱、偷逃税款……最
近，泸溪县青年小张就遭遇了这样的窝心事，
被法院强制执行财产时， 才知道因为遗失身
份证自己成了不当得利的被告。

遗失身份证惹来一堆麻烦事

小张告诉记者，他一直在家乡泸溪县遵纪
守法地生活着。没想到5月4日他突然接到县法
院送来的限制消费令，称其逾期未履行一笔不
当得利的给付义务。这突如其来的罪名让小张
当场吓蒙了，他连忙赶到法院，才知是身份证
遗失招来的横祸。小张说，自己是2010年5月31
日办理了第一张身份证， 当时他就读高中，老
师带他们去长沙学习培训。期间，同学借了他
的身份证去上网， 回来时说弄丢了。2010年11
月4日，小张只好在户籍地补办了身份证，谁知
道就此留下了祸患。

记者在泸溪县法院的判决书上了解到，
小张的身份证2015年4月5日在工商银行贵
州省凯里博南支行申请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原告广东人邓某称：2015年10月5日自己在
处理公司业务时，接到一个短信后，将45999
元款项打到了小张的账户上，后来才知道账
户弄错了。事后，在当地起诉法院未予立案，
便来到泸溪县法院起诉。法院2016年12月20
日立案，2017年6月21日审理判决，由小张返
还不当得利45999元及利息。

小张说，这些年虽然他们全家已搬离户
口所在地，但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在县城工
作，如果法院在判决前通知他，他有足够的
证据能说明自己的清白。但没想到法院没让
他知情就作出了判决。这些天来，他停下工
作，多次向县法院陈述自己是冤枉的，还两
次跑到州法院求助。他提供了身份证遗失证
明、2015年4月5日不在现场以及可做字迹鉴
定的资料，但折腾好久，法院说要他自己到
开户行取证才能洗清冤情。小张只好花钱请
律师打官司。

警惕遗失身份证沦为犯罪的工具

泸溪县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案立
案到审理判决期间， 由于被告下落不明，法
院依法向其公告送达了起诉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被告经公告传唤
未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判被告返还不当得
利及利息。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找到
了被告，被告提出自己是冤枉的。法院知晓
此事后很重视，同意被告依法维权。法院也
打算近期赴贵州调取相关证据。

小张想不通的是， 审判时找不到人，为
何执行时却轻轻松松找到他了？如果法院当
初能多用点心，他就不会陷入目前这种劳民
伤财的境地了。记者仔细查阅了当初的审判
资料，原告陈述是因为接了一个短信将钱打
到了一个陌生账户，而且该账户的银行流水
显示，此账户资金进出很不正常，每一笔进
账，几分钟内迅速被取走。这样的情形与短
信诈骗太相似了，极有可能是有人用他遗失
的身份证在银行开户进行诈骗活动。

用证部门须履行“人证合一”
审查义务

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遗失、被盗的二代
居民身份证多达数百万张， 部分遗失的身
份证被人冒名办理银行卡或从事其他违法
犯罪活动， 遗失身份证之人则面临失信等
多种风险。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公安厅人口出入境
管理局户政处龚处长。他解释说，根据居民
身份证法规定，公民遗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
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居
民补办身份证的程序属“丢失宣告”行为，起
到了应有的告知义务。 遗失身份证被盗用，
责任在于盗用人和有审核义务的相关部门，
公民不用承担责任。

公民最担心的是身份证遗失后在银行
系统被人盗用。据了解，早在2007年银行系
统与公安部门就已建成联网核查公民身份
信息系统，但遗失身份证后被冒名办卡的案
例仍不时上演。对此，一些银行工作人员也

有苦衷： 到银行办理银行卡， 要本人提供身份
证。但检验是否是本人时，由于身份证上的照片
只是个小小的头像，碰上长得稍微相似的人，肉
眼不易甄别，容易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近年来，银行系统推行“人证合一”，即通过
人脸识别与身份证识别核查系统检测， 一次来
确定本人与身份证上的信息一致。 此举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盗用他人身份信息办卡的几率。但
如果工作人员在办理银行卡过程中没有严格遵
循“人证合一”的要求，在审查过程中敷衍了事，
还是会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遏制遗失身份证被冒用，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之所以能够不断出现， 除了个人信息泄露之
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遗失后的身份证
无法做到挂失即失效———即使挂失后， 仍能
被他人使用， 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冒用盗用他
人身份证，开办非实名的银行卡、手机卡，作
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 并以此逃
避执法部门的追踪。

一些业内人士建议：应该强化科技手段，来
解决有关部门核查时难以辨别身份证是否失
效，以及遗失或被盗身份证容易被冒用等问题。
目前， 公安机关办理二代身份证均要录入办理
者的指纹，并记入人口信息数据库。建议金融机
构与公安机关的公民身份信息查询系统实现联
网，在申领银行卡的环节增加指纹识别，可以有
效地避免仅凭工作人员肉眼识别带来的不足。
另外,公安机关也可以通过技术升级，让公民的
身份证具有更强的防伪、防盗功能，比如建立失
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 挂失后身份证即失去
磁卡功能，避免沦为犯罪工具。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有权审核部门的监
管，所有使用身份证的部门，都必须同时实现与
公安部门的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实时联
网， 并保证这些部门在联网查验过程中严格认
真依法履行“人证一致性”的核查责任。一旦相
关用证部门不认真履行身份证审核责任， 导致
冒用身份证也能办理手机卡、银行卡，相关用证
部门必须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

编辑同志：
益阳市大通湖区的公交车，下午5点半就

基本上很少了， 而这个时间正是大通湖一中
放学的高峰期，许多学a生搭不到公交车只能
步行回家，学生们背的书包差不多十来斤重，

距离学校远的同学回家后精疲力尽， 下雨天
就更麻烦了。 我们不指望像城里一样晚上还
有公交车， 但起码要考虑孩子们上学放学时
间，合理安排公交车时间。

一家长

记者追踪：
记者将投诉反馈给了益阳市大通湖区运管

所，运管所回复称，接到家长反映大通湖区的公
交车运行时间的问题， 经过与湘运公交公司协
调，将城区的公交车运行时间进行了调整，从早
晨5∶00开始至18∶30结束，并加强驾驶员的服务
培训，确保准时正点、安全第一。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溆浦县三江镇石牛寨村人， 村里有

上千人口，由于地处山区，在这个网络高速发
展的时代， 我们这里却有百分之八十的地方
没有信号，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在外的游
子无法经常与家里人联系， 回到家里又无法

与外界联系。全村人都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能
够帮村里解决网络通信问题。 一村民

记者追踪：
5月16日， 溆浦县三江镇政府对此事进

行了调查核实并将情况回复如下： 石牛寨村

是由原石牛、大兴、梅通三村合并而成，位于三
江镇东部边缘，距镇政府25公里，与新化天门
乡、金凤乡毗邻，为贫困村。石牛寨村地处偏远
山区，辖区内4G基站只有一个，确实存在部分
地区未覆盖4G网络的情况。因此镇政府已与县
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县里已将石牛寨村基站
建设纳入4G信号清零计划， 现正处于设计阶
段。县移动公司已安排专人在原大兴、石牛、梅
通三村测试信号强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5月20日， 长沙市尖山湖畔上演温馨一
幕： 两个男人和一只爱犬在随后赶来的众人
帮助下，救起一名轻生的女性。

当晚7点15分， 长沙米地亚小区的谭先生
一家人在尖山湖公园散步。薄暮中，看到另有
一家人牵着一只金毛犬走在前面。忽然，金毛
犬挣脱主人手中的狗绳， 大叫着冲到湖水中，
狗的男主人随即跟着也冲了过去，鞋都来不及

脱就跳进水中。 只见他从湖水中拖出一个人
来，使劲往岸上拽。落水的隐约是一个老年妇
女，一边哭喊“不要救我，让我去死”，一边继续
往水里冲。眼见死死抓住她的男子要被她拖入
水中，男子喊道“来个人，帮一下”。走在后面的
谭先生搞清状况后，急忙下到湖里帮忙拖住了
跳湖的女人。两个男人一边使劲抓着拼命挣扎
的女人往岸上拽，一边急喊“快叫保安”。其他

游人渐渐拢过来，有人去找保安，谭先生的妻子
赶紧打了110。不久，几名保安赶来增援，警车随
后也到了，轻生者得到安顿。

金毛犬的主人浑身湿漉漉，车钥匙也因进
水失灵了。 金毛犬仍然在湖水里蹿上蹿下，过
了一会儿， 它还叼了一只主人的拖鞋上岸来。
人们忍不住走到金毛犬跟前夸它好棒，金毛犬
一脸骄傲的样子。虽然大家不知道狗的主人姓
甚名谁，但两个好汉、一只金毛犬救了一个寻
短见的女人，让美丽的尖山湖畔在这爱的日子
里充满温馨。 草心

呼吁建议

遗失的身份证沦为犯罪的工具，人们呼吁多方给力采取措施———

化解身份证遗失的后患

编辑同志：
本人在怀化市区和中方县分别购置了一

住房，于是我经历了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同一
部门办事得到的两种不同经历。第一次，无房
证明的办理。 我在市不动产中心打无房证明
时，市里面只要我讲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行。但
在中方县办事时，窗口里工作人员二话不说，
拿起我的身份证就复印一张， 也不问我有没
有复印件，然后收取复印费，再给我出示无房
证明。第二次，我想进行车贷，需要不动产证
复印件。 来到中方县调取自己的不动产证的
复印件，查询费倒是没有，但却又被变相收取
了复印费，而市里却不收。怀化市和中方只隔
那么点距离，都是不动产部门，一件小事上却
体现出便民举措的天壤之别。 李明

记者追踪：
5月17日，中方县国土资源局回复说，

该局高度重视群众投诉，由局领导牵头成
立调查组立即进行了调查，经核实，群众
所反映的在中方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印

身份证和复印档案时被收取了复印费的事
情，发生在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室。

针对这一事件，5月16日， 该局对涉及
此事件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责成其写出深刻检查，并要求将已收取
的复印费返还办事群众。同时，责令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立即进行整改， 严禁收取复印
费。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已在办事大厅公开
行风监督电话， 作出了不再收取复印费的
公开承诺，并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强
调了各项工作制度和纪律。5月17日， 该局
再次对涉及此事件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警示
谈话， 下一步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
理。 此次事件反映出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日
常管理上的漏洞及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
上的欠缺。今后，该局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
度，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对类似行为，
一旦发现，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同时，举一
反三， 加强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
工作纪律的要求， 增强工作人员为民服务
的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不动产中心查询变相收取复印费
中方县国土资源局调查整改

编辑同志：
我于2014年考入安化县特岗教师队

伍 ，2017年满了3年的服务期限 ， 打电话
到社保中心 ， 才发现教育局没有给我们
特岗教师缴纳社保 。 签合同时明明写着
特岗教师与公办教师同等的社会保障 ，
《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 》 上面也写得很清
楚，我们的社保到哪里去了 ，还会不会给
我们补缴3年的社保？

一教师

记者追踪：
记者从安化县教体局了解到： 安化县

所有特岗教师与在职在编教师社保代扣都
未缴纳。 目前代扣的社保职业年金分两个
阶段，2014—2015年按老标准代扣已全部
交人社局社保股， 因人社局还在等待我省
相关政策，该阶段数据未录入系统；第二阶
段2016—2017年代扣的社保金和职业年
金正在按人社局的要求进行数据核对，于
今年5月底之前完成系统录入及缴纳。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安化特岗教师为何没有缴社保

编辑同志：
我和我妻子都是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

人， 我的二胎小孩2018年3月底在东莞出
生，出生前没有办理生育证。在4月份回老
家宁远县报销医疗费用的时候，被告知要
有生育证才可以报销。于是我就回棉花坪
瑶族乡政府去办理生育证。但是被乡政府
工作人员告知要被罚款1600至2000元才可
以办理。 现在国家已经全面放开2胎政策
了，而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要罚款才可以办
理生育证，这个罚款有什么依据？

赵辉

记者追踪：
5月17日，宁远县卫计委就此回复称，

根据2016年3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
于修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
决定》(第五次修正)规定如下：

第十四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
女， 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可
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三十七条 违法生育子女的， 由县
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
者受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按下列规定对生育者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符合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条件未取得
生育证生育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百分之

三十征收。征收社会抚养费后补办生育证。
(二)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

度总收入的二至六倍征收。
5月18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省卫计委

法制处，一位分管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国家
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二胎， 生育证
可以补办也可以不补办， 生育证可以保证
婴儿能享受到相关服务， 办证和补办都是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计生部门只是提供登
记服务工作。

该负责人说， 宁远县卫计委所依据的
2016年3月30日《关于修改〈湖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五次修正)第十
四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
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 可以申请再
生育一个子女”。这里的“可以申请再生育
一个子女” 实际上是指特殊条件下的第三
胎。而第三十七条（一）里符合再生育一个
子女的条件未取得生育证生育的， 正是指
第三胎。 所以说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百分
之三十征收社会抚养费的， 是指符合条件
未取得生育证生育第三胎的。 该负责人强
调，针对二胎生育证的登记，省卫计委召集
各县卫计部门人员进行培训时都是明确过
的，宁远县的上述做法是错误的。

记者认为， 一个县的卫计部门如此堂
而皇之地错误解读省里相关政策， 会给群
众带来麻烦。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宁远县补办二胎生育证
还在征收社会抚养费

编辑同志：
我是洞口县竹市镇原渣塘村村民 ，

我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户主卡没发
到我家手中 ，我们向村镇咨询多次没结
果 ，要是被保人出现病情需要报销怎么
办 ？出现问题谁负责 ？另外 ，听说贫困户
买农村医疗保险政府有补贴 ，为什么有
些贫困户还是和普通村民一样的标准 ？

一村民

记者追踪：
5月18日， 记者从洞口县竹市镇农合办

负责人处了解到：若每年都购买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农合卡就在户主手里；若中间间断
一年或一年以上没参保，今年再参保的话则
需户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就近的邮政储蓄
银行办理银行卡，然后去银行申请将农合信
息导入。贫困户购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两
种情况：一般贫困户需交一半费用；社会保
障兜底户无需交费。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医疗保险卡为何不发到村民手中

记者在你身边

人犬合力救起轻生者
身边新风

溆浦县石牛寨村盼望网络覆盖

大通湖学生放学难搭公交车

观赏果树
别采摘
5月21日上午，长

沙市泉水路， 过路行人
爬上路边的杨梅树，采
摘果实。 道路边的果树
主要起绿化、观赏作用，
私自爬树摘果既不安
全，又对果树造成伤害。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和引导， 市民也请自觉
爱护树木， 不要私自攀
爬采摘。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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