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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5万元给宝马“整容”
再花500元交罚款

好父亲自学中医 采草药为儿保命

过户4年的联通卡
咋就成了“涉案卡”

□记者 曹杰 通讯员 白冰

本报讯 6月 22日，
洛阳银行女性金融品牌
发布暨首贷签约仪式在
洛阳银行举行。洛阳市
金融办、人行洛阳市中心
支行、洛阳银监分局等部
门有关领导和国际金融
公司的专家代表、洛阳银
行女性企业家客户等100
多名嘉宾出席仪式。仪
式现场还发布了洛阳银
行女性金融品牌标志。

据了解，该项目是国
际金融公司在国内与银

行机构合作的首个女性
金融项目，2015年 11月
26日，正式启动。目前，
已有50多家女性企业通
过审批，授信额度 6600
多万元，随着发布会的举
办，该项目已正式进入实
施阶段。

此外，洛阳银行将在
郑州市和洛阳市各选择5
家网点，作为女性金融主
要受理网点。这些网点
将有更合理的功能分区，
配备专属的客户经理，来
满足对女性客户的需
求。（G）

6月19日是父亲节，这一天，南
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张戴庄农民方
振叶因大河客户端的一篇文章顿时
走红。他自学中医，自采中草药，
为12岁的儿子方德安治病，使孩子
病情得以好转。此事一经报道，瞬
间蹿红网络。

昨天下午，记者在宛城区委宣
传部新闻科长袁永强的陪同下赶到
红泥湾镇张戴庄方振叶家里时，方
振叶不住地说着“谢谢”。

“家里没钱，不干不行啊，孩子
的病太花钱了。”方振叶一脸的苦
笑。2011年，当时正在上学的方德
安突发高烧，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血
小板低，后经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
院、郑大一附院确诊为再生性障碍
性贫血。

开始一段时间，方德安按照医
生开的西药进行治疗，病情缓解了，

但孩子的肝脏受损严重，并开始虚
胖，身上还长满了白毛。

这下子吓坏了方振叶。他赶紧
找到南阳的一位老中医进行咨询。
老中医告诉他，孩子是造血功能受
阻，要用艾叶熏孩子的身子，用艾叶
水给孩子擦洗身子，然后再服用一
些护肝的药物。于是自今年3月以
来，每天上午十点，方振叶就开始熬
艾叶水，给孩子擦洗，点燃艾叶给孩
子熏蒸。

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孩子病
情明显好转，孩子身上的白毛全褪
光了，经过复查，各项指标都明显好
转。

方振叶说，孩子每天的中药费、
住院费需要1000多元，尤其是输血
还不报销。无奈之下，他和妻子也
献了几次血，取得了献血证，血液才
得以免费。孩子患病之后，还受到

了社会的关注和捐助。红泥湾镇领
导和镇里师生、村干部纷纷捐款，让
他感到很温暖。他说：“即使砸锅卖
铁，也要救孩子的命！”

对于方振叶采用中医的治疗方
法，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红泥湾分
院院长范中有给予了评价。他说，
第一，方振叶所用的艾叶熏蒸等疗
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有记
载，对于治疗其儿子的疾病有辅助
性作用，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第
二，由于每个人的病情有差异，奉劝
其他患者及家属不要盲目模仿，有
病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检查，并根据
医嘱用药。第三，方振叶的精神可
嘉，可怜天下父母心，其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采访过程中，记者接到许多读
者的请求，他们愿意为这位可爱的
父子捐助。

□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刘传海

本报商丘讯 花5万
元给宝马车“整容”成赛
车,没想到换来了500元
罚款。

6月19日，驾驶员贾
某驾驶豫N11311轿车在
济祁高速公路永城站被
民警核查时，发现其尾
翼、前脸、保险杠、气筒、
车标全部进行了改装更
换。贾某告诉民警，他非
常喜爱方程式赛车，也觉

得“宝马”车太普通，赛车
又买不起，遂花了将近5
万元给爱车整容。

民警说，未经过车
管所登记备案的“变形”
车辆，会对民警执法造
成干扰，而且私自改装
的车辆是不予年检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对贾某擅自改变机
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
关技术数据的违法行
为，民警依法给予 500
元罚款的处罚。

□记者 于扬
通讯员 耿凯 文图

本报周口讯 6月21
日 上 午 ，车 号 为 豫
PS9946的面包车引起了
淮阳县执勤交警周坤宇、
许东方的注意。“我上前示
意司机靠边接受检查，司
机停车后，佯装找证件却
突然加速逃窜，并险些将
我带倒。”周坤宇回忆说，
许东方快步上前拦截，但
面包车发疯一样朝他撞
去，躲闪时，许东方的手臂
挂在面包车右侧车窗上，

但司机加速逃窜。
看到这惊险一幕，很

多过路的私家车和出租
车纷纷加入围堵行列，在
面包车拖行交警千余米
后，被市民和其他执勤交
警一起逼停，肇事司机被
控制。据介绍，面包车司
机是28岁的淮阳县城关
镇人史某某，他因未带驾
驶证，为了躲避交警处
罚，便心存侥幸迅速逃
窜。

史某某因涉嫌暴力
妨害执行公务而被警方
刑拘。

洛阳银行
女性金融品牌发布

该项目系国际金融公司与国内银行机
构合作的首个女性金融项目

拖行交警千余米
热心市民看不下去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启朝 通讯员 鲁振

□记者 张瞧

阅读提示 | 近日，鲁山县张先生向本报反映称，他于4年前花费1万现金购买了一张联通手机卡，并在营
业厅办理了过户手续，正常使用了4年后，今年6月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联通公司先是改变了他的套餐
资费业务，随后又更改了该手机卡的用户基本信息。其理由是，张先生使用的是联通公司丢失的设备测
试卡，是被内部员工“盗卖”的，属“涉案卡品”。部分卡品停网前，公司曾通知过用户。张先生称，变更套
餐前联通公司并未提前告知，也没有相关人员主动问过他手中这张卡的来历；事发后也没有给出妥善的
解决方案。

投诉 | 套餐、用户基本信息均被运营商单方更改

据张先生介绍，4年前他花费1
万 多 元 购 买 了 一 张 号 码 为
1301472××××的联通手机卡。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出售信息。这
张卡相当于‘终身免费卡’”,张先生
说，该卡2001年由他人开户，自己

2012年购卡时与售卡人一块在嵩
县一联通公司营业厅办理过户手续
后，一直使用至今年6月初。

今年6月1日，张先生突然两
次接到联通公司发来的短信，告诉
他2016年6月1日申请的资费变更

业务已办理成功，立即生效。但张先
生并未在意。几天后，张先生的手机
被停机。他打电话询问，联通客服电
话接线员告诉他，停机的原因是他的
手机的套餐等基本信息被联通公司
嵩县集团客户开户点更改。

疑问 | 过户并用了4年的手机卡成了“盗卖卡”

张先生说，联通客服人员告诉
他这张手机卡属于公司丢失的一批
卡，对于张先生“为啥私自更改套
餐”的疑问，该客服人员未正面答
复。对此解释张先生不能接受：“内
部卡怎么可能在市面上流通呢？既

然是问题卡，我为何能顺利办理过
户手续呢？这个号我正常使用了4
年，还绑定了支付宝什么的，为啥这
么久联通公司才发现卡品有异？”

遇到同样问题的客户蔺先生则
称，自己在使用卡品的3年多里，因

手机丢失，他曾3次到联通营业厅
办理补卡。每次办理都很顺利。

张先生称，他并不知道这个卡
涉嫌“来路不正”，而联通公司没有
主动问过他这张卡从何而来；事发
后，也没给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解释 | 96张内部测试卡系内部人员盗卖

联通公司洛阳分公司客户服务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张先生等
人使用的这批卡是联通内部测试
卡，不会产生费用，并对外出售。“若
是营业厅办理出具的过户手续，联
通公司肯定要对此负责任。”

该负责人表示，测试卡费用不

是月结，所以问题发现得比较晚。
2015年洛阳分公司发现这批卡的
异常消费，丢失的96张卡品一年上
网流量费估算近2000万。随后，洛
阳分公司向当地警方报案。

嵩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一
份告知单中显示，这个案件嵩县公

安局于2015年11月立案。今年2
月将犯罪嫌疑人——嵩县联通公司
集团客户开户点的经理杨某某抓获
后执行逮捕。据供述，杨某某多次
通过互联网将盗取的90余张公司
内部测试卡进行非法销售。

说法 | 运营商依法追究盗卖者责任，也要保证用户的套餐使用

联通公司洛阳分公司一负责人
告诉记者：“之前我们打电话、短信
通知过这些用户，让他们到嵩县公
安局配合调查，然后重新办理过户
和入网手续。而对于那些不愿去公
安部门报案，也不能提供卡品所属
权证明材料的客户，我们将对卡品
做停网处理。”

记者提出，有些用户只能提供
过户手续，并不能提供购买凭证。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河南言东方
律师事务所主任闫斌律师。闫斌认
为，若张先生等人确实经过正规渠
道将手机卡过户到自己名下，且正
常使用了多年 ，联通公司如单方终
止张先生的套餐服务，就构成违约。

“首先，我们知道，手机卡过户
只有使用权的转让，不涉及套餐的
变更。另外，在联通公司为张先生
办理过户登记之日，联通公司就与
张先生建立了服务合同。联通公司
已承认并认可了这张联通卡号码的
使用权已转让给张先生了，该合同
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盗卖卡者为嵩县联通公司集团客户开户点经理
丢失的96张卡品一年上网流量费近两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