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3日讯 夏季高
温持续， 选择到公园锻炼的
大妈们也不得不改变行程，
要么把健身时间提前， 要么
开起了晚晚场， 这给了不法
分子作案的机会。最近，衡阳
铁路警方就成功打掉一个尾
随晨练大妈实施抢夺的犯罪
团伙，7月31日， 涉嫌抢夺罪
的嫌疑人周某被依法宣读逮
捕令。

今年5月的一个清晨，64
岁的欧女士到衡阳苗圃公园

晨练，当她行至一幽静处时，
一个黑影突然从她身后窜
出， 快速扯掉她脖子上的金
项链后翻出了公园外墙。民
警表示，近半年来，类似欧女
士的遭遇已在苗圃公园附近
发生多起。对此，衡铁警方也
成立专案组， 迅速展开摸排
走访。

经群众报料， 铁警在衡
阳茅坪社区抓到了嫌疑人周
某， 接着很快端掉了长期收
购周某赃物的3人。据民警介

绍，周某今年44岁，湖南祁东
人，是个外来租户。由于没有
正常工作， 便将黑手伸向了
晨练的老人们。据交代，他已
抢夺老人共12起， 涉案价值
达3万余元。

民警提醒， 老人们晨练
最好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及大
量财物，此外，老年朋友们还
可以选择结伴同行， 避免和
减少不法侵害案件的发生。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莫玉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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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日讯 记者今日从
长沙交警部门获悉， 长沙县 梨
互通交叉口设置首条单行道，缓
解路口交通压力。

长沙县 梨街道的八字槽门
段是一个有6岔路口的异形路口，
分别是黄兴大道南北口、 高速出
入口辅道口、东升路路口、车身路
路口以及豪庭小区北辅道口，交
叉口交通流量较大， 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 为了缓解路口的交通
压力，特将原有的6个岔路口中两
处设置单行， 将路口通行改造成
正常的4岔路口。

优化后的车身路、 豪庭小区
北辅道由西向东单行， 原途经车
辆必须绕行梨江大道及胜利路通
往黄兴大道。目前， 梨街道车身
路上的禁令已经设置完毕， 电子
警察将于8月10日开启正式抓拍。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汪梦媛

本报8月3日讯 7月31日广
西发生5.4级地震， 长沙有震感。
与此同时， 一条地震消息在微信
朋友圈中广为传播， 称湖南省内
将发生7级地震。“长沙网警巡查
执法”发布辟谣消息，请网民朋友
不信谣，不传谣。

近期， 互联网上尤其在微信
平台上出现一则题为《地震警示，
湖南》的地震谣言，内容大致为：
“中国地震局预报：未来两个月内
中国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 举例
某些省为重点区域， 并预测具体
的震点为省内某县域范围。 湖南
省地震局官网已及时辟谣。

同样版本的谣言在其他省市
也有流传，仅仅是“预测震点”的
地名不同。近期，湖北省地震局、
江西省地震局已先后在互联网发
布辟谣信息。 而谣言散发者王某
已于6月29日被湖北警方抓获拘
留。

据调查， 几年前已有类似的
“预测内容”流传，除地震发生点
不断变化外， 其余文字内容基本
一致。

记者从省地震局获悉， 从目
前掌握的情况看， 省地震监测资
料还没有发现趋势性异常信息，
省地震局也没有收到大面积宏观
异常信息的报告， 没有发现近期
将要发生大地震的迹象。

湖南网警提醒，我国现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
国家对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发
布制度。 除发表本人或者本单位
对长期、 中期地震活动趋势的研
究成果及进行相关学术交流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
地震预测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
其评审结果。违反规定，向社会散
布地震预测意见、 地震预报意见
及其评审结果， 或者在地震灾后
过渡性安置、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中扰乱社会秩序， 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处罚。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汪梦媛

本报8月3日讯 夜宵摊
的整治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
题。记者从株洲获悉，今年以
来， 该市天元区城管局创新
工作方式，疏堵结合，划出专
门的夜宵区域，定时摆、准时
撤， 既保证了城市的干净整
洁， 又为底层民众留出了营
生空间。

【矛盾】
“猫捉老鼠”越捉越乱

“你来，我收摊。你走，我
继续摆。”马师傅已经摆了10
年的夜宵摊， 与大部分摊贩
一样， 他长时间跟城管玩着
“猫捉老鼠”的游戏。

马师傅老家在株洲县，
2006年前， 为了让家里的经
济宽裕一点， 他进城摆起了
夜宵摊。最初，他在天元区的
滨江一村露天摆摊，“城管抓
得紧，有时候上面来检查，连
续几天赚不到一分钱。”

为了不再“打游击”，3年
前，他筹钱在圆方路租下一间
十多个平方米的门面。店里只
能摆4张小桌，为了招揽更多
客人，跟其他摊贩一样，他将
桌子摆上了人行道。这让本就
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周边的
居民意见很大，城管部门随即
展开整治。“收缴东西的时
候，摊主总想抢回去，因此会
发生一些推搡， 别人就说是
暴力执法， 我们也委屈。”天
元区城管大队圆方路路段长
黄杰说，尽管整治不断，但夜
宵违章经营总是会有。

【规范】
晚上9点摆，凌晨2点收

天元区城管局决定改变
这一局面。 该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依据“疏堵结合、分区
管理”原则，将全区的夜宵摊
分为严禁、严控、疏导三级区
域，夜宵摊摆卖、收市的时间

被严格框定。“晚上9点开始
摆摊，到凌晨2点必须收摊。在
规定的时间内， 可以摆出门
店。”为有效管控，该局还制定
了夜宵摊摆放区域、 油污排
放、垃圾清扫的相关要求。

在5小时的营业时间内，
天元区城管局安排队员上街
执勤，利用“数字城管”监控系
统，要求摊贩定时摆、准时撤。
对于违反规定的经营户，城管
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目前，天元区划定3个路
段作为示范点： 长江南路张
家园段、圆方路、泰山西路瀚
水丽园段。

圆方路划为示范点以
来， 夜宵店已由12家增加至
15家， 规模效应带来更多客
人， 摊点老板喜笑颜开。“城
管队员再来执法时， 总能讨
得老板们的一杯水喝。”

■记者 李永亮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张慧

“河东风光带项目报建只要符
合相关技术管理规定， 市政项目报
建可实行容缺办理。 同时相关部门
和科室提前介入。”日前，株洲市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在项目对接现场帮
扶会上如是说。

今年， 株洲市住建局着力实施
“提质、转型、绿色、走出去”四大战略，
大力开展企业帮扶活动。针对全市重
点工程、重大市政项目和民生工程建
设项目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提升行
政审批效率。近日，该局相关负责人
来到湘江株洲城区河东段综合治理
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上门对接
河东风光带、“三个中心”等项目报建
事宜，解决项目行政审批问题。

湘江株洲城区河东段综合治
理工程由株洲市湘江集团负责实
施， 将于年底主体基本完工，“三个
中心”项目计划完成主体工程。与此
同时， 湘江集团在同步实施一些经
营性建设项目。

株洲市住建局此次主动联系湘
江集团上门帮扶， 不仅为湘江集团
解决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还帮助企业节省了建设时间，确
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李永亮 潇雅 刘文华

8月3日，长沙中央储备粮宁乡直属库望城分库内，粮农和仓库工作人员一
起卸粮。7月30日以来， 长沙市望城区粮食局所辖的6个收购库点执行早籼稻国
家最低收购价政策， 按国标三等133元/50公斤到库价格敞开收购今年早籼稻。
在确保粮食品质前提下，所有送来粮食应收尽收，当天结算，当天入库，并为粮农
提供有空调的歇息纳凉场所。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文志勇 摄影报道

夏粮收购

湖南近期有大地震？省地震局：谣言！
几年前已有类似“预测”造谣，只是改了地点 我省近期大地震的可能性小

本报8月3日讯 男子网吧打游
戏，被网友呵斥“猪队友”。得知骂人
者就在附近网吧， 他伙同朋友将其
一顿痛殴。昨天，逃到祁东的李某被
衡阳铁路公安处祁东北站派出所民
警抓获。

据了解，李某今年22岁，湖南邵
东人，2015年5月，他与朋友相约打
游戏， 并通过上网组队的方式同网
友进行对战。由于李某操作生疏，操
作的角色一直被对手“杀死”，让己
方节节败退， 于是遭到了队友的呵
斥，“没见过这么蠢的， 真是猪一样
的队友。”李某火冒三丈，在打听到
骂自己的队友就在附近网吧时，便
带着朋友找到该网友， 并对骂人者
曾某一顿暴打。目前，李某已被移交
至案发地公安机关。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莫玉鑫 李敏

长沙县朗
木梨互通

交叉口设置单行道

定时摆、准时撤，摊贩和城管不再对着干
株洲天元区城管专门划出夜宵区域，获摊贩点赞

作案12起，男子尾随晨练老人专抢金银首饰
提醒：天热早起锻炼，尽量别携财

打游戏被斥“猪队友”
小伙痛殴网友

株洲市住建局现场帮扶
湘江集团项目建设

本报8月3日讯 今天上午 ，
2016年度全省工商联组织工作会
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为2015年组织
工作绩效考核一等奖获奖单位郴州
市、永州市、株洲市、长沙市、怀化市
工商联颁发了奖牌， 为湖南省浙江
商会等17家在湘省级异地商会集
体颁发了会员证。

据省工商业联合会文件表明，
截至2015年底，全省共有工商联会
员 174719个， 比 2014年底增加
10664个。
■见习记者 蔡旻旼 通讯员 周彬彬

17家在湘省级
异地商会获得会员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