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吁建议

编辑同志：
吉首市丹桂路至湘泉药厂的道路很宽，

10米以上，道路中心也未画线。该路也未与其
他路相连，进出都是雅溪周边住户，车流量不
大，平常也就早晚高峰期有点车，周边居民车
辆都有序停靠两边，并无不良影响。但去年下
半年开始，交警一天来五六次抄牌，早上7点
多就来贴罚单，晚上11点还来，导致原本停靠
在这条路两边的车被迫停到旁边各种小巷子
里。 车位紧张， 有些居民用闲杂物品占用车

位，有的直接装锁占用，邻里关系也经常因抢
车位而受影响。 有时候没地方停车不得不将
车停到路口，路口是个很陡的坡道，安全隐患
极大，但因为车位紧张，还是有很多人停放。
希望有关单位能规划一些停车位， 解决群众
停车问题。 一居民

记者追踪：
吉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就此回复

称，吉首市丹桂路至湘泉药厂道路上，有一个

打叶复烤厂， 厂内有大车， 经常需要进出该路
段，所以目前将暂缓规划该路段停车位，需等打
叶复烤厂搬迁之后，再对此路段规划停车位。

不久前， 记者也看到了吉首市红旗门下岩
壳居民要求在道路一侧划停车位以解决居民
无停车位的呼吁，吉首是个山城，停车位少，一
些老旧居民区以前就没有规划停车位， 所以停
车矛盾越来越突出， 居民要求政府规划出一些
停车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现全市正准备统一规
划， 目前在做一个整体临时停车泊位的规划方
案。希望这一工作能尽快进行，有效缓解居民的
停车难题。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编辑同志:
我是沅陵县一名普通的驾校教练员 。

我县之前批准的国道练车线路如今已达
不到练车标准 ，完成不了教学内容 。比如
说科目三超车动作 ，打起左转向灯 ，3秒以
后变更左车道 ，而且变更车道必须完成 30
米以上的行驶距离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

经是违法占用对向车道 ， 如果对向来车 ，
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 ，对学员操作有很大
的安全隐患 ， 学员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呼
吁有关部门实地调查 ， 合理安排练车线
路 ，使学员顺利通过考核 ，成为一名合格
的驾驶员 。

易敏

记者追踪：
近日，沅陵县公安局交管中心回复说：该县

科目三路考学员练车线路的审批， 需由驾校提
出可行线路，县交警部门车管所进行线路勘察、
审批。针对“以前批准的319国道练车线路，达
不到练车效果”的问题，3月20日，该中心车辆
管理所已经召集城区各大驾校召开了联席会，
就科目三练车路段进行了会商， 目前正在勘察
线路，下一步将审核报批，很快会出台新线路。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读者话题

微言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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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广播宣传不能扰民
湘阴县荆新村的喇叭， 天天高分贝进

行播放。用广播进行政策宣传本来是好事，
但喇叭都装在家门口，不分时间段地播放，
一播就是个把小时，声音又大又不清晰，听
不清播的是什么。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休
息， 不分时间段地广播也干扰了他们的休
息。我们反映到相关部门，说是上面有硬性
规定，必须要播。请有关部门合理安排广播
宣传的时间和音量，改善喇叭的清晰度，真
正起到宣传的作用。 一村民

·买东风日产小车被捆绑销售保险
我于3月30日在东风日产长沙华洋星

城专营店订购了一台新轩逸小车，4月4日
交了5.5万元的首付， 同时签订了贷款合

同。等到顾客首付和贷款协议都已签好后，
到购买保险这一环节，店方强势宣称，必须
也只能购买中华联合的保险， 中华联合保
险保险费远高于市场价， 但不买就不让提
车。 华洋星城专营店这种捆绑销售保险的
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刘蔚

·益阳燃气APP缴费遇阻
我是益阳一名燃气用户。1月21日，在

燃气公司中燃慧生活APP上手机充值300
元。但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到现在这笔钱还
没有充到我的燃气账号里。 我去营业厅咨
询， 工作人员要我去银行打印充值的流水
凭证，然后才能充进去。当初是燃气公司向
我们推荐用手机APP充值缴费， 但充值后
却如此麻烦。 曾跃其

编辑同志：
我是邵阳县一中的学生。 在我校1823

班、1717班、1719班、1720班等多个班级，都
存在对犯错学生进行罚款的行为， 罚款金
额多到几十元甚至过百元。一个在校学生，
哪里会有多余的钱来交这种罚款？ 有学生
每个月交罚款都已经交到没钱吃饭了，又
不敢开口向家长要。学校加强管理应该，但
怎么可以对学生采用罚款的办法呢？

一学生

记者追踪：
4月18日， 邵阳县第一中学就此回复

称： 经查， 该校1823班、1717班、1719班、
1720班均存在由班委会干部组织的对违

纪学生每次2-5元的罚款行为， 所罚资金
充当班费由班干部管理、开支。班主任不知
情，但未及时监管制止。学校一贯要求对学
生严格管理，但必须合理合法，以上班级的
处罚行为是错误的， 违背了学校的管理制
度，违背了教育法规。现已对以上班级的班
主任及班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 并责令以
上班级把所罚的资金如数退回给学生，做
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改正管理制度，科学、
合法管理， 保证不再出现罚款等违规管理
现象。 学校校长已经对以上班级的班主任
进行了约谈，如再出现以上现象，学校将取
消其班主任资格， 取消年度考核评优评先
的资格。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学生管理
岂能用罚款方式

湖南日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

当前，一种以证券公司名义，主要通过互
联网散布虚假个股内幕信息及走势， 获得他
人信任后， 又引导其在自身搭建的虚假交易
平台上炒股或炒期货， 从而骗取钱财的诈骗
手段不断出现，2月19日，公安部官方微博将
这种诈骗方式纳入了新型网络诈骗手段之
一。自去年以来，湖南日报社融媒体问政监督
平台《湘问·投诉直通车》共收到这种类型的
投诉1040条，受害者一个个损失惨重，悔恨
交加。 记者在此公开几条投诉， 希望引起大
家，特别是股民们的警觉。

案例一：
格兰特让我倾家荡产

本人姓张，今年1月，我被人拉进了一个
股票群。 群里有人建议我去直播间听课，有

“老师”免费讲解股票知识。“老师”先是给我
们分析股票，推荐股票。后来说现在股票行情
不好，要带着我们去格兰特大挣一笔。开始没
有多少人响应。往后几天，“老师”隔三差五地
晒出他在格兰特操作的盈利截图， 慢慢地群
里就有人问“老师”现在还能不能在格兰特上
操作，表达出想跟着“老师”做的意思，“老师”
说可以。

我看到群里越来越多的人盈利，每天都有
人发盈利图，我自己也动心了，也就提出要跟
着“老师”做。“老师”便说要解散该群，重新建
立个新的粉丝群，带我们去格兰特赚钱，如果
不去的就会被踢出群。 在群内一些人的煽动
下， 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格兰特开户入金操作。
开户只用了身份证的照片就开好了，也没有人
怀疑。我刚开始不敢投入太多资金，入了6万元
操作试了试，都有盈利。后来“老师”就催促我
加金，并称不加金就不带我操作了。在他的威
逼利诱之下，我又投入10万元。从这以后，我就
开始赚小单，亏大单，感觉就像被人操控一样。
亏损严重后“老师”又天天催促我继续投入资
金，并承诺帮我把之前的亏损赚回。由于亏损
过多，抱着想赚回来的心态，我又投入了15万
元，最后亏损得剩下不到1万元。我问“老师”怎
么办？“老师”不但不回我，还把我踢出了群，从
此便不再与我联系。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
骗了。就这样，在他们一步步的诱惑下，我前前
后后一共亏损将近30万元。这是我家全部的积
蓄啊！如果不是有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和正在坐
月子的爱人在，我恨不得一死了之。

案例二：
操作上证50期权 赔了个精光

去年12月6日， 我在网上被人带进一个

牛股群，然后开设“股民公社”直播，一天4个
“老师”连着上课，每天讲解股市大盘最新消
息， 分享自己的股市战法， 不定时也推荐股
票。慢慢地我们就信任他们了。

讲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就在群里说大盘
很不好， 年底有三倍私募牛股可以带领大家
一起操作，把之前的亏损都给赚回来，还说某
证券公司有朋友。 他们在讲解股票的同时有
意晒出他们自己在做上证50期权的账户，账
户显示盈利很快。在他们的劝诱下，我们下载
了期云宝做上证50期权。老师还通过群助理
和我私聊，说做这个可以对冲股市风险，很快
就可以赚回股票亏损，劝我入金操作，并向我
推荐了开户经理。 然后， 他们把之前的群解
散，专门建立了操作上证50期权的群。还规
定该群只能按群助理发来的老师的提示操
作，群员之间不能参与聊天讨论，一些群员经
常在群里发赚了很多钱的截图。期间，我的助
理不断催我多投点资金，以便赚得更快。可是
我每次操作都是赚少亏多。没过多久，手续费
加上亏损我便丢了一半的钱， 我也没什么抱
怨，总觉得自己没财运。

3月20日，我突然发现自己被踢出群，助
理还有开户经理都把我拉黑了，我大吃一惊，
这才感觉受骗了，连忙提现剩余的资金，页面
提示工作日提现5万元可以当日到账，可3天
过去了还没到账， 我试了下入金也操作不了
了。10多万元就这样没了! 后来我才知道，该
团队是有组织有规模的诈骗团队， 该平台也
属于非法黑平台，被骗股民不止我一个。

案例三：
操作中南电商交易糙米 “盈利

计划”成笑话

去年年底，我收到免费推荐股票的短信，
因自己这段时间炒股不利， 就想听听别人的
指导。加了微信后，被拉入群。一开始确实只
是有“老师”在群内推荐股票，进直播间学
习，高峰期有将近两万人在线学习，每天打
卡签到并领取各种小福利。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老师”就说现在股票行情不行，并似乎
是无意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操作中南电商
交易糙米。然后，老师就充分介绍操作糙米
的各种好处，可以多空交易，机会多，利润
高，可快速挽回股票的亏损。直播让学员们
看到老师操作成功率高，利润丰厚。经过一
段时间直播间学习洗脑后，我们已经对带单

“老师”深信不疑。“老师”趁势提供中南电商
客服，诱导我们去中南电商这个不知名的平
台开户，刚开始几天操作，“老师”不让我们
设止盈止损，造成资金巨大亏损。中途我们有
点怕的时候，“老师”就鼓励我们再多入金，跟
上操作，说会很快回本，结果越亏越多。经过

一段时间，大批学员亏损后，“老师”就说要维修
系统，停止直播，并且分战队，不进战队的就要
踢出群。我再拿钱来要求进战队，“老师”以资金
少为由不带我了。

目前，直播间已进不去了，微信群也关闭
了，接着中南电商无法出入金，操作系统关闭，
我们就这样被压榨干净后抛弃。所有的钱都是
辛苦赚的血汗钱啊！如此巨大的打击，导致我
最近精神恍惚，夜不能寐，时时想轻生，失去了
活下去的勇气。

公安部门：
正重点打击，仍存在难点

近日，记者就此事来到了省公安厅打击网
络电信诈骗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一位姓赵的负
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就在两
天前，长沙一女孩向他们报案，称被诈骗分子
采用上面同样的手段骗走160万元， 女孩因此
痛不欲生。这种网络诈骗方式，从2018年开始
高发， 在我省占了整个网络诈骗的30％左右，
它的特点是诈骗涉案人员多，受害人多，涉案
金额巨大，是公安部门的重点打击目标。

诈骗分子都是以团伙的形式存在，有负责
聊天当托的，有负责财务的，有负责平台技术
的，涉案人员一般多达数百人。作案手法大同
小异：在社会上招募一些人，利用网络平台，以
推荐股票为由通过微信加好友的方式拉一个
群，群成员一半是“托”，是用机器人操控的。在
群里以资深专家的身份获得信任后，用截成果
图等方式引诱人进入一个“杀猪盘”，实际上这
是一个虚假的盘，界面显示和真实的证券交易
平台相仿，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大盘指数的
杠杆是由诈骗者自己操控的，平台里显示的账
号也是私人控制的。 将投资者的钱弄到手后，
平台就关了，微信也没了。

一年多来，公安机关打击过许多这样虚假
的骗人平台，但破案率依然不高。很多行骗者
都将服务器外移到境外，给打击带来了巨大的
困难。 如最近公安人员去国外抓了70多人回
来，但花费了几百万元办案经费。特别是有些
狡猾的行骗者租用的是正规公司的服务器，给
公安部门办案带来困扰和难度。另外，这种诈
骗的金额十分巨大，一个团伙一个月诈骗几千
万元一点也不稀奇，诈骗的钱财往往通过黑公
司、地下钱庄转移，很难追回。

对此，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当前网络诈
骗高发频发的形势下， 除了相关职能部门严
厉打击外，可否进一步考虑建立一种统一、开
放、长效的反诈骗平台，对各种网骗活动进行
常态监管，第一时间发现并广泛发布、推送相
关防骗信息和预警提示， 以信息化手段应对
信息化诈骗。网上网下联动，让骗子不能轻易
得手。

警惕伸向股民的网络黑手

期盼缓解居民停车难题

驾考盼望规范练车线路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大学生，3月23日， 我因考研

究生去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做了一个体
检，医院当时给了我一份体检表，后来我将
体检表交到考研的学校去了。时隔不久，我
要办教师资格证，又需要体检表，我想去医
院调一下之前的体检表。 我打电话去医院
咨询的时候，对方说可以调。可4月11日，我
去了以后， 前台接待的工作人员态度很恶
劣，怎么恳求就是不给调，要我重新检查。
才过去了半个月，为什么就不能调呢？

小贺

记者追踪：
4月17日， 记者致电湘潭市第二人民医

院。该院体检中心黄主任回复说，该中心经
常接待学生体检，其中有不少学生需要将体
检资料提供到多个单位。该中心会给有需求
的学生当场提供合法有效的复印件。对于那
些事后要求提供体检资料的，重新提供体检
资料确实麻烦， 但该中心也会提供服务，需
要申请人带上身份证， 经体检中心批准，再
到相关科室复印当时的体检资料。

但投诉人告诉记者， 当时她十分气愤
地离开了医院，至今还没有办好体检表。

黄主任承诺将帮助小贺办理， 并表示
以后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 强化服务
意识。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服务对象的沟通，
做好温馨提示。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不愿提供复印件 重复体检太折腾

编辑同志：
我在网上买了常德汽车总站的客车

车票 。4月7日去乘车 ， 遇到人流高峰 ，可
常德汽车总站竟然没有自动取票机 ，很
不方便 ， 大家还要排长队在人工窗口取
票 。如今网络购票如此普及 ，该站的自动
售票机上 ，却没有设置 “网络购票取票 ”
的功能 。该提供的服务不花心思 ，有利可
图时却费尽心机 ：在网络取票的窗口 ，服
务人员让大家扫一个微信二维码 ， 买一
种5块钱的保险 。不少乘客匆匆忙忙不明
真相，稀里糊涂花了钱。

陈克

记者追踪：
4月18日， 常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回

复说： 常德汽车总站已向自动售票机供货
商提出升级“自动网络购票取票”功能的要
求，估计近期可以尽快解决。购买保险一切
以旅客自愿为原则， 服务人员未向旅客明
确交代，属于工作程序不到位，车站表示一
定加强员工业务培训， 不能因为客流高峰
影响服务，对当班人员批评教育并按照《员
工手册》进行考核。常德汽车总站承诺：今
后一定树立旅客为先，服务至上的原则，把
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好地为旅客提供优
质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田燕

网购车票容易 取票却太麻烦

编辑同志：
洞口县醪田镇新龙小学办学条件很

差 ，教室里甚至没有装灯 。有时候天气不
好 ，教室光线暗淡 ，孩子在这种条件下学
习很影响视力 。家长向学校多次反映 ，老
师回答上级不拨款下来就没办法 。 一些
家长愿意自费装灯管 ， 但学校老师又不
允许 。 现在什么年代了 ， 教室竟然没有
灯 ，太离谱了 。新龙小学之所以学生少 ，
就是因为太简陋了 ， 有些桌凳还是几十
年前的 ，破烂不堪 。希望教育部门拨款改
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 及时给教室装上灯
管，更换破烂的课桌椅。

一村民

记者追踪：
洞口县醪田镇中心学校回复称，新龙小

学已于4月16日上午购买了灯管等设备，当
天下午就安装好了。新龙小学本期共73名学
生，四个年级共4个教学班级，其中二、三、四
年级桌凳已逐年更换完毕，只有一年级因考
虑学生太小，而新的桌子太高有碍学生学习
而未更换。 学校已与厂家联系重新定制桌
凳，确定于今年下学期开学初全部更换。

一个运行多年的学校，教室竟然连灯都
没有，家长难免有意见。接到投诉后条件马
上得到改善， 说明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希
望有关部门重视边远的农村学校，尽可能地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新龙小学办学条件亟须改善

编辑同志：
株洲市天元区兴湖家园小区很多人

养鸡没人管 ，特别是17栋二单元前面 ，一
户人家搞了一个大铁笼养了很多鸡 ，几
只大公鸡每天半夜开始打鸣 ， 一直到天
亮 ，居民都没法正常休息 。向社区反映过
一次后 ，前面那个大铁笼不见了 ，但是这
家人又把鸡养到楼顶上 ， 鸡每天照样出
来到处跑 ，照样从半夜叫到天亮 。现在小
区有3户养鸡 ， 弄得周围环境非常糟糕 ，
又怕病毒传染。

一居民

记者追踪：
株洲市嵩山路街道隆兴社区回复称，兴

湖家园小区属安置小区，95%住户都是周边
的征地拆迁户，住进小区后大都保留着养鸡
等生活习性。经查，兴湖家园小区内存在饲
养家禽的住户有3户。 嵩山城管中队和社区
工作人员已多次对该小区养鸡户劝导。经社
区多次电话联系，养鸡的住户均表示将尽快
处理好。 为了更好地维护小区居住环境卫
生，社区要求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多处粘贴禁
止饲养家禽的温馨提示，提醒居民不要在小
区公共区域饲养家禽。 湖南日报记者 田燕

居民小区养鸡扰民

图片说事

5月1日，长沙市湘
江风光带三汊矶大桥以
北段， 家长将吊床绑在
一个凉亭上， 供孩子玩
耍（左图）。湘江风光带
兴联路口段， 几名孩子
围着绑在树桩上的吊床
玩耍（右下图）；几名市
民架锅烧火， 准备在草
坪里野餐（右上图）。假
日是人们出游的好时
机， 但开心玩耍的同时
要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
社会公德，注意文明。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假日出游
勿忘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