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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车祸伤者留言后收到一连串惊喜

肇事车找到了 医疗费有着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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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办好了

记者魏娜
网友王先生 3月下旬留言：我经营着一家小理发店养活一家三口，老婆没工作，女儿读高 三。 本来幸福的小家却被一场飞来横祸所影响，我们一家

人陷入困境。
2016 年 12 月 23 日晚 8 时 30 分左右，我接女儿放学回家，骑电动车行至连通港西路御水华城小区附近 ，被对向行驶来的小车撞伤。 由于道路无路
灯，也没有监控录像，肇事车辆又开着远光灯，而且是逆行，撞了我和我女儿后，肇事车辆当场逃逸。 我们没有看清车辆及车牌照。 我在医院接受治疗近
一个月，医疗费花了 13 万多元，大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我女儿伤势较轻，我的伤势很重，现在仍无法行走，左手无法抬起，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听警方说线索少，破案几率很小，我很沮丧，望警方加大力度，追查肇事者。

【办理部门】

汉阳区公安分局 汉阳区交通大队

18 日， 家住汉阳连通港西路的王先生与肇
事车的车主进行了第二次赔偿协商。 王先生充满
信心地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这件事情很快就能
有个了断，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终于能继续向前
看了。 ”
去年 12 月 23 日晚，王先生接女儿放学的时
候出了一场车祸，至今无法行走，基本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我们没有看清车辆及车牌照，当场报
了警和拨打 120 急救电话。 ”王先生说偏偏肇事
司机跑了， 借来的 13 万多元医疗费让他们一家
陷入困境。
王先生受伤没法开门营业，家里失去了主要
收入来源，一直全职在家照顾生活的妻子，不得
不出去找工作，养活一家人。 王先生现在每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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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
感受

去医院做 2 至 3 次康复治疗，医生说，最好的结
果也只能是整个身体恢复 80%的机能。
王先生迫切希望找到肇事司机，但由于事故
发生在新修建道路上，并无路灯照明，道路监控
资料缺少，汉阳区交通大队一直未获得逃逸车辆
的有效线索，案件侦破陷入停顿中。 王先生心里
着急，3 月下旬便将自己的遭遇在长江网论坛留
言，希望警方加大力度追查肇事车。
“其实我根本没对留言的效果抱什么太大的
期望，所以连具体哪天留的言都不记得了。 ”王先
生说，没想到，留言 3 天左右，他就接到了汉阳区
交通大队的电话。
电话中， 民警先告诉了王先生调查的进展，
“让我感动的是，民警了解到我的家庭困难后，说

在找到肇事车前， 会帮助我申请政府救助金，渡
过难关。 ”昨日受访时，王先生说，当时听到这番
话，心里特别暖，觉得又有了希望。
就在申请救助的同时，好消息传来，汉阳区
交通大队请求市交管局涉牌涉证中心协助寻找
肇事车辆，通过大数据筛选、车脸识别等方式，最
终确认了肇事车辆。 4 月初，交警在一居民小区
将肇事车辆锁定。
车主称，事发时该车借给了朋友使用，车辆还
给自己时已经被修理还原了， 自己对肇事情况并
不知情。 车主的说法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后，得到证
实。 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车主就算不是肇事者，
作为车辆的所有者， 对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也要承
担一定责任。 车主最终同意和王先生协商赔偿。

青山江滩里的“排污管”其实是雨水排放管

青山江滩出现排污管

查实为雨水排放管

@匿名网友：
武汉市水务局：经实地调查核实，这条排污管实为雨水排放管。 为解

青 山 江 滩 里 天 兴 洲 大 桥 旁 边 ，水 源 地 保 护 区 里 却 有 一
根排污管在长期流水，有没有人来管管？

决城市雨水排放问题，在建设天兴洲大桥旁江滩时，设置了 3 个雨水排放
口，此排口在晴天时无排水。 青山区水务局江滩管理办公室将在做好管理
工作的同时，在雨水排放口设立标识牌，消除市民误会。

“从自己的赔偿款没有着落，到现在肇事车辆找到了，要先行赔偿了。 市委市政府的关注让我有了信心，有了底气。 ”王先生说。

龟山景区找不到鲁肃墓

破损指示牌将换新

大学毕业后，档案变成“烫手山芋”

@
“油菜花儿黄”：

走在龟山风景区的小路上，突然听见有小学生们在
互相喊“黄兴铜像”，抬头一看，原来这里是鲁肃墓。 为什么不容易找到鲁
肃墓？ 景区距离鲁肃墓台阶咫尺之遥的 景区路标，残缺掉一块，导致小学
生误以为是黄兴铜像景点，因为，他们看见路标上最后 一条写的是黄兴铜
像几个字。

记者章鸽
网友“贴心小涂”留言：

我大学毕业快一年了，档案还在手上成了“烫手山芋”，毕业时老师就 说了一句放在人才市场。 我原籍是新洲，如今在汉口一
家民企工作，档案上写的是发原籍。 我们一起毕业的同学，许多人档案都在手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有没有专家指点一下迷津啊？

【办理部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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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

您反映的情况属实。 龟山景区现有指示标牌使
用至今已出现锈蚀破损情况，且其设计样式、材质及导览内容均与景区现
状不相符。 为此， 市园林局已将龟山景区导览指示牌更换项目列入 2017
年市属公园维修项目，目前正在对指示牌样式、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审查，
待项目政府采购程序完成后予以实施。 导览指示牌全面更换前，龟山景区
对现有标牌进行清理，对重要节点部位破损较严重的标牌先行撤除，设置
临时标牌以满足游客导览需求。

根据《中共中央
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4]90 号）文件规定，严禁个人保管
本人或他人档案， 跨地区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

可由其户籍所在地或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管理。 转递档案时应严密包
封并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通过机要交通或专人
送取，严禁个人自带档案转递。 建议网友将档案
退回毕业学校，凭本人户口到武汉市新洲区人才

毕业生最易出现三种档案问题

专家提醒：一定要“档随人走”

交流服务中心申请调档函，然后凭调档函到毕业
学校办理转档手续， 由学校将档案以机要交通、
学生转档专用 EMS 或由学校工作人员携介绍信
及工作证专人移交档案到武汉市新洲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是否暂缓

暂未接到相关文件

网友“蓝天”留言：档案是人生经历的“浓缩”，也是个人职业发

@
“蓓兴”：

我今 年 想 参 加 “会 计 从 业 资 格 ”考 试 ，但 是 在 网 上 查 了 下 ，
很多省市都暂缓了今年的报名了，不知道武汉市今年是否也暂缓？ 相关政
策什么时候能出台？

展、维护权益的最好佐证。 我想知道毕业时没找到工作，而学校保
管档案时期已过，档案会到哪儿？ 如果找到工作，但单位不愿接管
档案，档案会到哪儿去？

武汉市财政局：

关于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是否暂缓报名的问题，市财政
局至今未接到上级财政部门关于此方面的文件。
今年 3 月 3 日，《中国会计报》记者咨询了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68 号），会计从业资格被列为建议
取消的职业资格事项。 因取消会计从业资格涉及到修订《会计法》，需要依
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目前，
会计司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进《会计法》的修订工作。 有关类似信息请
持续关注武汉市财政局政务网。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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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最容易出
现三种档案问题：一是毕业时未办任何手续，成为
“弃档族”；二是虽然托管到了相关机构，但从此置
之不理， 只到用时才回头查找； 三是留在自己手
上。毕业生档案处理分几种情况，毕业生一定要按
照自己的具体情况主动办理档案移交手续， 做到
“档随人走”。
考研生， 一般要在 5 月—7 月前将学生档案
和思想政治表现表寄到所考学校。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一般来说，档案在毕业后
择业期可申请两年内由学校代管， 择业期期满后
仍未就业，毕业生凭本人户口（或身份证）到毕业
生户籍所在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申请调档函，由
学校将档案以寄送或者专人移交的方式移交档案
到当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已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档案去向是工作单位，
如果工作单位不接收档案， 可以凭身份证到单位
所在地的区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申请调档函，由
学校将档案以寄送或者专人移交的方式， 移交档
案到单位所在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评定职称
转正定级
计算工龄

出国审查

档案
有什么用

办理养老保险

……

武金堤江滩什么时候修

考研

预计 2019年进入实施阶段

@Tina番茄酱：请问武金堤白沙洲张家湾段的江滩什么时候修？
洪山区水务局：洪山区武金堤江滩（八坦路至白沙洲长江大桥段）属

考公务员

于武汉市“两江四岸”规划区范围之内。 此段江滩总投资 3.2 亿元，目前项
目已报我市发改委立项并通过审查，预计 2019 年可进入实施阶段。
2016 年，全市沿江港口岸线环境资源综合整治期间，洪山区已将辖区
内的非法砂场、码头全部取缔，计划在今年内将“两江四岸”规划区范围内
的江滩遗留构筑物全部拆迁、清除，为江滩建设做好准备。

入党

制图 陈昌

记者汪洋 鞠■ 整理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武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武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决定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
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五）
上午 9：00。
（二）会议召开地点：武银大厦二楼 1 号会议室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618 号）。
（三）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现场会议，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
（四）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二、参加会议对象

（一）2017 年 4 月 30 日登记于本行股东名册的本
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一位代理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持有本行股份。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确定的其他列
席人员。

三、会议审议内容

（一）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关于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草案）的议案；
（五）关于 2017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草案）的议案；
（六）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八）关于 2016 年度监事履行职责情况评价报告
的议案；
（九）关于 2016 年度监事会对董事、高管人员履
行职责情况评价报告的议案；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7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9:00—
11:30，14:00—16:30。
（二）登记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武汉市江岸
区建设大道 618 号武银大厦 2711 室）。
（三）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
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参考格式
附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参考格式附
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

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
公司公章。

五、其他事项

（一）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填妥及签署
回执（回执请见附件），并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星期
五） 之 前 将 签 名 、 盖 章 后 的 回 执 以 电 邮
（board_whrcb@163.com）的形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本行董事会办公室（武汉市江岸区建
设大道 618 号武银大厦 2711 室）；
2.联系人及电话：徐先生 姜先生 027-85497488。
（三）因公告版面有限，各位股东如需了解会议详
细内容，请与本行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索取会议相关
材料。
（四）与会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 请出席会议人员于会议开始半小时前到达
会议地点,出示相关证件（包括身份证明原件等）验证
入场。
特此公告。
附件：
1.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回执
2.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月 20日

附件 2：

附件 1：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回 执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人姓名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
制均为有效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
士）（身份证号：
）代
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武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
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自然人股东
签名 / 法人股东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
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
日至上述委托事项完成之日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以上授权委托书格式供参考，
股东可参照上述格式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