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年前黎某流浪到我市，被市救助
管理站救助安置。7年中，该站从未停
止帮她寻找亲人。7年后，该站终于帮
她找到家人。

3月31日上午9时许，黎某的两个
弟弟在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带领下，
见到了走失 20 多年的姐姐，黎某认出
了两个弟弟，三人相拥而泣。“一看姐姐
意识清晰不少，面色洁净有光泽，病情
已基本趋于稳定，我们就知道常德市救
助管理站和常德市康复医院对姐姐照
顾有加。”据黎某的弟弟介绍，黎某在18
岁时因遭遇车祸后患了精神病，之后与
一个智残男子结婚生子，在孩子4岁时
黎某就离家走失了，如今她的儿子都已
经 24 岁。20 年来，他们一家通过各种
渠道寻找未果，因为姐姐下落不明，也

就没有给她办理户籍登记。
2010年7月的一天，市救助管理站

接到 110 送来的一名流浪人员黎某。
“当时她蓬头垢面，神志不清。”当时负
责接人的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陈林回
忆道。该站立即安排工作人员为其洗
漱、更换干净衣服，并试图通过耐心询
问，了解到她的个人信息，但几次下来
没有结果。之后，黎某精神病发作，市
救助管理站立即将其送到市康复医院
进行治疗，并承担全部费用。经过近两
年的治疗，黎某病情好转，不适宜再安
置在市康复医院。市救助管理站工作
人员经过对市城区养老院的现场察看
和资质考核，最终决定将黎某和其他几
名被救助人员一起送往金秋养老院进
行托养，黎某每年所需费用大约1.6万

元。无奈，2014年，黎某精神病再次发
作，市救助管理站再次将其送往市康复
医院治疗，每年医药费和伙食费3万多
元。

在妥善安置黎某的同时，市救助管
理站从未放弃为黎某寻找家人。每个
月该站救助科科长吴进辉都会去看望
黎某，和她沟通交流，尤其是在她病情
好转、意识稍微清晰的时候，沟通的时
间、次数会更长、更频繁。“最开始救助
到她的时候，我听出她是湖北口音，可
是经过公安部门户籍系统查询，并未查
到她的个人信息。”之后，该站通过我市
各个媒体、全国救助寻亲网发布寻亲公
告，无奈，一直没有结果。

吴进辉为了获取更多信息，在与黎
某沟通时，他拿来纸笔，让黎某自己写

写画画。“去年年底的一次沟通中，她在
纸上写下了‘洪湖’，我们立即去查询，
但没有查到。”

就在3月28日下午，吴进辉再次跟
黎某进行沟通时，黎某在纸上写下了

“汊河”。吴进辉通过网上一查，湖北省
确实有一个“洪湖市汊河镇”。有了更
确切的信息，市救助管理站立即在全国
救助寻亲网、今日头条寻人弹窗等网站
发布寻亲信息。

“信息发出去了，我们只能等待，之
前很多次等待都没有结果，但我们也不
会放弃。”让吴进辉没想到的是，3月28
日晚9时许，吴进辉接到了黎某弟弟的
电话称，看到今日头条上的寻亲公告，
好像是自己走失20年的姐姐。几经确
认，黎某真的是自己姐姐。

7年 终于帮她找到家人
□本报记者 刘青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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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网格“微信群”
服务更贴心

本报讯（通讯员 蒋薇）“低保申请需要提交哪些资料、
3 栋楼道灯不亮了、办理老年证需带哪些证件、二胎准生证
如何办理？”近日七里桥社区网格“微信群”的建立，使居民
足不出户就能与社区零距离沟通，使网格员的服务更加及
时、便捷、贴心，同时也为小区居民之间提供了一个互识、互
助平台。

今年以来，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积极创新工作方式，以网
格为依托，逐级建立了网格“微信群”。网格“微信群”是以
各自网格为基础建群，每个网格“微信群”里的几十个成员
除了有联网格领导、社区干部、社区专职网格员外，主要由
居民小组长、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社区民警、每个楼院的楼
栋长、小区党员、居民组成。通过建立居民“微信群”，网格
员可以在“微信群”里为居民详细解答各类问题、及时发布
相关政策、政务信息和办事流程以及重大惠民活动等信息，
晒出辖区清理卫生、维修公共设施、社区活动等照片，方便
居民了解社情动态。

网格“微信群”的建立是在“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大背
景下，动员并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推进信息化建设
的一个务实有效的探索。网格员通过将自己服务的群众加
入“微信群”，一方面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帮助群众解决反
映的问题，实现便民、贴心的服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微信
群”的作用，既方便了网格员的工作，又增加了与群众之间
的沟通渠道。目前，柳叶湖旅游度假区36个网格均建立了
网格“微信群”，群成员人数达8000多人，为实现网格“点对
点”的服务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接下来，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还将进一步完善、深化和推广，鼓励更多的居民
加入“微信群”，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不断提升居民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故事梗概：王某在城区家电城开了
家电器商店，平时卖些电饭煲、电磁炉
之类的小家电，生意还挺不错。有一
天，有个销售员上门向他推销一批苏泊
尔公司的电饭煲，电饭煲外包装及控制
面板均标注“SUBER”英文标识，在

“SUBER”标识下方标注了“苏泊尔生

活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监制”，并在外
包装四个侧面显著位置使用。王某心
想，苏泊尔公司的电饭煲是知名品牌，
应该很好卖，就向该销售员购进了一
批。可好景不长，王某还没卖多久就收
到法院的传票及起诉状，原来王某购进
的电饭煲并非苏泊尔公司的，是假冒苏

泊尔公司商标“苏泊尔Supor”的产品。
争议焦点：王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

苏泊尔公司的商标专用权，是否应承担
侵权责任？

湖南合策律师事务所王芳律师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
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未经商
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
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三）“销售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涉案
产品系侵犯苏泊尔公司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王某销售该商品，如果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其合法的进货渠道及取得方
式，其销售行为侵犯了苏泊尔公司商标
专用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整理

卖冒牌电器 侵权

辞职后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吗
编辑同志：

我于 2014 年因个人原因从单位辞职。2015
年，我成立了一家小型公司。之前的单位给我缴
纳了4年的住房公积金。请问像这种情况，可以提
取住房公积金吗？如果可以需要哪些资料？

市民 熊先生

经咨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
是可以以离职形式去提取的。只要熊先生没有继
续缴存住房公积金，且他本人以及配偶名下没有
住房公积金贷款，本人携带身份证、银行卡、前单
位出具的离职证明，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
果熊先生离职后，一直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则不
可以以离职形式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能在购房等
情况下才能提取。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整理

三天酒驾两次
■ 罚款两千拘留十日吊销驾照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唐芳 张景）“我本来要
乘摩托车回家的，就是几个和我一起吃饭喝酒的朋友，说我
家离得近，开车几分钟就到，交警也不会那么巧查到的。真
不该听他们的，这下我麻烦大了！”3月30日晚，常德一男子
因酒后驾车被正在当晚开展打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百日
会战”集中整治行动的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
民警查获。

当晚21时许，市城区洞庭大道与光荣路路口，市交警支
队直属二大队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民警正在设卡进行联
合 整 治 行 动 。 远 远 地 ，执 勤 民 警 看 见 一 辆 牌 号 为 湘
JH4×××黑色本田驶来。看见了民警，小车故意放慢了速
度，并有打算掉头逃跑的嫌疑。民警立即上前，示意驾驶人
停车接受检查。当执勤民警将酒精筛查棒伸进小车车窗，
灯光一闪的瞬间，该驾驶人迅速关闭了车窗，僵持着拒不下
车，后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才下车接受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吹气测试。

经测试，该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 78mg/100ml，属
饮酒驾驶。民警上网查询发现，3 月 27 日 19 时 55 分，该
谢姓驾驶人在城区沅安路春申阁路口，因酒驾才被查处
过，距此次酒驾被查间隔只有 3 天，当时测试体内酒精含
量也是 78mg/100ml。民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教育，该男
子向民警主动承认了前不久因酒驾被查的事实。目前，
谢姓驾驶人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0元、吊销驾驶
证的处罚。

编辑同志：
我住在武陵区杨午路一带。2015

年11月10日，我和常德移动签订《中国
移动铁通家庭通信业务套餐服务协
议》，该套餐使用期限为 3 年，套餐费
用为 900 元。业务员当时承诺：“往后
宽带升级都没有影响！”

宽带一使用，我发现了大问题。上
网网速特别慢，再就是上网运行经常卡
壳。为此我多次去铁通营业部求助，要
求更换套餐，哪怕增加费用，只要网速
快点，少点卡壳现象。不料服务员冷冷
地说：“宽带业务给移动收上去了，找他
们去！”早就听说移动与铁通合并之事，

于是我找到营业厅值班的移动工作人
员，却被告知作为铁通用户得找铁通解
决才行。我想移动是大公司，应该不会
不了了之。

一晃到了 2017 年 1 月，我发现居
住小区的外墙装设了标有“中国移
动”印记的新光缆及设备铁箱，暗想
所遇难题总算有点解决眉目了。2
月，我便去询问移动工作人员关于如
何入户新宽带网的事，工作人员说工
程质量有待验收合格。一拖又到了 3
月 。 3 月 29 日 ，我 无 奈 之 下 拨 打
10086，得到的答复是：“经联络我单
位网络中心，你现在使用的宽带为铁

通 ADSL 线路，移动公司不会对此线
路宽带进行升级改造。你现在用的
宽带不能直接提速处理。你外墙外
安装的移动新光纤及盒子是移动公
司新开发的宽带资源。你的老宽带
不能直接转入新资源系统，而且铁通
宽带无退费业务流程。”

可是我已经预交了足足3年宽带费
用，当初说好的宽带升级没影响，如今却
被告知完全无法升级，真是苦不堪言。

读者 钟建乐

调查附记：记者从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了解到，移

动和铁通确实已经合并。近两年开始，
该公司开始光纤网络建设，并逐步在各
个小区推开。据了解，钟建乐先生所居
住的小区至今都是铁通ADSL线路，移
动光纤宽带建设还没有完工。为了帮
助钟建乐尽快解决问题，该公司特意从
市城区三闾小区拉了一条光纤网络，为
其进行改装。4月3日，钟建乐家网络
正式改为光纤网络，并开设了新账号。
同时，该公司还退还了之前协议套餐剩
余费用475元。但钟建乐认为，一个简
单的更换用了七八个月时间，处理过程
你推我、我推你，让人气愤。

本报记者 刘青玥

宽带升级升了七八个月
■“移动”“铁通”互相推诿令用户不满

近日偶尔春日暖阳，不少市民都前往市城区各公园休闲娱乐，乱丢垃圾、爬树、折花等不文明的行为时有发生。在市城
区滨湖公园内，一名家长坐在树枝上，另一名家长还扶着孩子站在树枝上。记者提醒市民，文明休闲，不要攀爬树木。

本报记者 刘青玥 摄
不要攀爬树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