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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3日 第 2018063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5 16 10
奖池累计金额 ： 841729671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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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日讯 今日，由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湖南广
播电视台、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指导，芒果V基金、广汽三菱主
办的“2018绿色安全童行”活
动在长沙举行，旨在普及交通
安全知识， 关注儿童健康成

长。值得一提的是，在试乘试
驾区域，广汽三菱提供的新款
“2047”欧蓝德、新能源汽车祺
智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体验，
大家在试乘试驾中也掌握了
“安全童行”的意义。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卢萍

本报6月3日讯 不戴头
盔、违法载人、人货混装、涉牌
涉证……这些违法行为在全
省交警开展的农村道路交通
秩序百日集中整治中被重点
查处。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
获悉，4月1日至5月31日，全省
共查处农村摩托车、短途客车
等重点整治车辆重点违法
243249起。

6月1日，张家界慈利交警
大队阳和中队在金岩乡三源
村慈金线发现一车牌为湘
G23XX8的客车上有不少儿
童，严重超载。该车准载19人，
实载54人， 其中儿童47名，超
载35人。该车驾驶人李某超是
慈利县宜冲桥乡人，当天正在

接送家长和学生，没想到被逮
个正着。李某超的行为已涉嫌
危险驾驶罪，将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5月份查处的四类重点
违法来看，摩托车、三轮车不
佩戴安全头盔现象较多,其
次是涉牌涉证类交通违法。
此外， 查处违法载人27820
起； 查处人货混装19401起；
查处总量较4月份均有大幅
提升。

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百日
集中整治行动进入中后期，全
省公安交警将持续发力，继续
保持对农村道路交通秩序整
治的严管严处态势。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廖正洪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电磁楼
的同事们偶然撞见谢剑斌教授
所在课题组往外一箱一箱运送
衣服和儿童读物，打趣道：“谢老
师，大学教授开幼儿园啦？”经过
了解，大家才知道谢剑斌同志长
期带动身边群众，默默捐资助学
贫困儿童的事迹。

谢剑斌是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科学学院认知通信系教授，他出生
在常德市桃源县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因为出生成长于山村，也因
为从事教育工作的缘故，他对贫困
儿童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关怀。

一次元旦返乡探亲时，谢剑
斌看到邻村一个10来岁的小男
孩穿着单薄的秋衣在剁猪草，经
了解得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患
有肝病，妈妈离婚再嫁，奶奶是
重型精神病患者，全家人的生活
重担压在小男孩身上。谢剑斌立
即托熟人买来棉衣棉裤交给小
孩父亲，还留下几百元请他们改
善生活。此后，谢剑斌每次探亲
都会资助类似的家庭，几年间个
人累计捐款2524元。

如何发动更多的力量， 帮助
更多的贫困家庭， 成为谢剑斌此
后经常思考的问题，他经常通过
网络平台贴出急需帮扶的困难
家庭信息，希望更多好心人能伸
出援手。之后谢剑斌得知桃源县
心理学会开展的“爱心10帮1”扶
贫活动，他立刻给自己的老乡、朋
友、 项目合作方介绍这些儿童的
情况， 号召他们参加这个活动捐
钱捐物。

谢剑斌所在的“爱心10帮1”第
六小组截至2017年底累计募捐资
金23420元， 资助了8个品学兼优
的贫困孩子； 募捐冬衣245件，募
捐书籍1912册， 在桃源县乡村为
留守儿童建立起两个微型图书馆。
此外，谢剑斌还利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义务帮助建设宣传网站；利用
自己申报政府项目的经验，为贫困
儿童争取到超过10万元的政府援
助经费。

■通讯员李沛秦 记者 郭辉

珠江郦城小区的物业为何
要这么收费？ 记者就此联系了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邓叶。 他告
诉记者，根据建设部第108号文
件，地下工程应本着“谁投资、
谁所有、谁受益、谁维护”的原
则， 允许建设单位对其投资开
发建设的地下工程自营或者依
法进行转让、 租赁。“从交房算
起， 物业有两年未向业主收取
相关的停车费， 直到去年12月
底， 开发商授权委托物业公司
收费， 才按照制定好的收费标
准来操作的。”

邓叶说，珠江郦城·璞墅区
是2015年交房的， 在与业主签
订的前期物业合同中明确了停
车位的收费标准， 即：1小时内

免费；1至12小时， 收10元；12
至24小时，收15元。在去年底，
物业就对停车收费进行了张榜
公示。之后，在考虑到业主无法
接受这一个价位后， 物业调低
了收费标准， 除了1小时免费
外，停车1至12小时，收7元；12
至24小时，收14元。“按30天一
个月计算， 业主实际交费可能
会低于420元。”

对于物业的说法， 众业主
表示，自己确实签了相关合同，
但这是同时签署多个合同，故
没有过细去看。 经过公安民警
的现场调停， 物业和业主达成
协议， 约定在下周二对停车费
一事进行协商，这场僵持了近3
个小时的维权也告一段落。

按小时计费，小区业主停车不包月？
一个月收费达420元，业主拒交被拦 业主：服务与收费不匹配 物业：标准是合同约定好的

6月3日上午，在长沙市
开福区珠江郦城·璞墅区，
因停车费没交，十多户业主
被拦在了地下停车库出口
处。该小区业主刘先生打电

话向本报反映，小区业主停车与外来车辆收费是一个
价，还不包月，一个月按时计费高达420元。“今天因
为有孕妇要生了，保安才放行，你们快来看看咯！”

■记者 杨昱

“从理论上讲，小区停车收
费是业主与物业协商确定的，如
果业主对收费标准或是服务质
量有异议，也可以依法成立业主
委员会通过合法的罢免程序，更
换物业机构调整收费标准。”湖南
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
表示，按照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

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
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按照价格、
建设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
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李
健提醒业主和物业，双方的纠纷
应当在合法范畴内寻求解决方
案，若是通过暴力方式解决，不但
于事无益，还容易导致矛盾升级。

6月3日中午12点， 记者来
到涉事小区的地下车库出入
口， 近20名业主正围在栏杆处
讨说法。 沿着车道深入地下车
库， 能看到一支由十余台车辆
排成的长队。 为了及时疏解交
通，附近派出所民警赶到后，正
在对业主进行劝导。

“我们并不反对物业收停
车费，一个月要收420元，可这
服务完全不匹配。”刘先生告诉
记者， 地下车库没有请专门的
保洁人员， 也没有良好的通风
设备，非常潮湿，车子若是在里
面停久了，还能看到霉斑。让业
主无法理解的是， 停车位只卖

不租，收费也不包月，按小时计
费， 连外来车辆的收费也和小
区业主的一样，“我们现在还没
成立业委会，如果真这么做，哪
里还会有归属感?”

“其实，因为停车位的事，
我们已多次维权。每次维权后，
业主能免费停一阵子， 接着又
继续拦车收费。”刘先生说，住在
璞墅区的156户业主中，除了买
了车位的，大多数业主都没有缴
纳停车费，拦车不让出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物业费高达4元/平
方米， 在长沙没几个收这么贵
的， 现在这停车费也不透明，业
主们是真的难以接受。”

【业主】 停车收费太贵，难以接受

【物业】 收费标准是签了合同的

在合法范畴内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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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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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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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6 月 2 日
第 2018146 期 开奖号码: 5 6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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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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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谢剑斌：
一腔赤诚助学贫困儿童

6月3日，在长沙市开福区珠江郦城·璞墅区停车库出入口，因业主没缴纳停车费，物业不让其出行，由此引
发维权。 读者 供图

核载19人 车里塞了54人
客车严重超载被查,当时正接送家长和学生

“安全童行”在长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