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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骑摩托的，他开小车就得赔我”
事发湘乡，女子撞小车后觉得“有理” 交警判其负全责：扣12分罚千元
本报10月11日讯 “我是骑
摩托车的，他就得赔我！”李某驾
驶摩托车与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
撞后， 在交警面前如此诉说。今
天， 记者从湘潭交警支队湘乡大
队获悉， 尽管李某拒绝在事故认
定书上签字， 交警依然做出她负
全责的认定。

违规还觉得“有理”
8月4日上午，李某驾驶无号牌
普通二轮摩托车搭载7岁的女儿小
刘，沿湘潭市湘乡市X048线行驶，
途经X048线2.5km地段时， 驶入
道路左侧与对向由彭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碰撞， 造成李某与小刘受
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湘乡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三中队值班民警迅速赶
赴现场， 开展勘查取证工作。经
查，李某未佩戴安全头盔，且持准
驾不符的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普通
二轮摩托车， 搭载未满十二周岁
的儿童，未靠右侧通行。

事后， 民警组织双方多次协
商，而李某抱着“我弱我有理”的
心态，认为自己是摩托车方，应当
得到赔偿。

留洋大厨回国变身“物流大佬”
带乡亲抱团创业，投资8000万打造200亩物流园

依法扣12分罚款千元
“我当时就和她解释，交警部
门定责任不是按车辆来划分的，
不是说你是摩托车， 就要机动车
赔。”湘乡市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
张杰回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李某负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部门对李
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依法对其进
行扣12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
“有部分驾驶员道路交通安
全意识比较薄弱， 认为自己驾驶
车辆是摩托车， 就应该是小轿车
担责。”张杰说，“想通过此次事故
处理，以点带面，对部分驾驶员进
行普法宣传。”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方红辉
周立文 实习生 薛国清

8年前，在德国做厨师
多年的谭智钢毅然决定返
回家乡——
—长沙市芙蓉区
东湖村创业。 他开过农家
乐和茶楼， 做过冷冻牛肉
批发， 如今运营一片物流
园。
“
如今， 小谭小有名气，
已是东湖村的
‘
带头大哥’，
带起了村里的一片事业，
还帮助一批村民创业就
业、增收致富。”村支书罗树
强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 张洋银
谭智钢工作照。

粗心母亲丢小孩，农行齐心把人寻
国庆小长假期间，各地人流密
集，宁乡农行黄材分理处也迎来了
假期业务小高峰。期间，银行大堂经
理发现有一名小女孩在营业大厅
哭泣，且身边没有大人，经上前询问
才发现，原来小女孩是和妈妈走散
了，她只能说出父母的姓名，但无法
准确说出家中地址和电话，这给帮
助她寻找家人增加了难度。
小女孩走丢引起了整个网点
的关心，主管马上调阅监控视频，
发现小女孩的母亲半小时前来办
理了业务， 这位粗心的妈妈办完
业务后忘记带走自己的女儿。柜
员通过监控显示的时间倒查交易
记录， 看是否有留下女孩母亲的
联系方式。 一名大堂经理不断安
抚小女孩，让她不要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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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祁东县联众电脑经营服务部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71320，发票 号 码 ：
230387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李阳克立兹文化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 1999 年 12 月 1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0002002219，声明作废。

湖南强兴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681
062237564T）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省和平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9
96 年 11 月 0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00002000
2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中环能源有限公司株洲分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
430200MA4L2UUFXR）遗 失 私
章（法人：胡双凤）、发票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内置
型标志，印刷流水号 00001809
93、0000181191-93、0000181
473-77、00005180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比斯特王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二份，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 票 号 码
29334558、293345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品质生活食品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 编 号 91430802MA
4L7060XJ，声明作废。

回乡创业搅活一池春水

因银行通过多种方式都没有
找到小女孩家人的联系方式，大
堂经理只得拨打110报警电话，
最终通过警方协助， 查到了小女
孩母亲的联系方式。
在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后，
小女孩的母亲立马赶到了网点，
看到安然无恙的 女 儿总 算放 了
心。 她对自己的粗心导致小孩走
丢表示后怕， 并再三对农行的工
作人员表示感谢。
农行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家
长， 出门在外一定要加大对小孩
的保护力度， 可以教小朋友记住
家里的电话和地址， 或者给小朋
友佩戴防丢失卡片等， 在人流密
集处一定要看紧小孩， 谨防小孩
走丢。
■王璐璐 王斯人

平江县永庆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 码 4300163320， 号 码 0623
58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嘉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俞勇，电话 18182113535

注销公告
花垣县祥发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伍胜全，电话 15807434288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省新宁县金桥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漆荣祥，电话 13908428469

减资公告
东安县黄土地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人民币 1200 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 100 万元。 请各债权人见
报后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
权。 联系人: 陈玉元 13787684999

公

今年37岁的谭智钢走路带
风， 奔走在长沙县和芙蓉区东
湖村。
回国后， 谭智钢决心在老
家创业。“城里人流大、客源多，
要不在市区开家餐厅？”家人建
议。谭智钢却有自己的想法：就
在村里开农家乐。
听闻谭智钢返乡创业，罗
树强“三顾茅庐”给他支招。地
点选在哪？ 罗树强建议金山度
假村旁，那里人流量大；差资金
怎么办？ 村里给他争取10万元
免息创业资金……
有了支持， 谭智钢也进入
创业“快车道”。运营第一年，农
家乐的毛利润就达到100多万

告

根据上级文件和学校规定，限
于 泳（身 份 证 号 码 ：43050319
840428 ××××）自 登 报 之 日 起
15 天内到学校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学校将按规定作自动离职
处理，解除人事关系。
邵阳学院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清算公告
湖南贰佳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20
18 年 10 月 11 日决定解散公司，
并同时成立清算组， 为保护公司
债权人合法权益， 请未接到清算
组通知书的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佳
电话：18256970913

清算公告
湖南日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自德，电话 13707477073

减资公告
东安县黄土地生态种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大会成员决议减少
注 册 资 本 , 由 原 人 民 币 1700 万
元 减 少 至 260 万 元 。 请 各 债 权
人见报后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申
报债权。 联系人: 陈玉元 13787684999

遗失声明
长沙炜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李春安)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阳县桑源蓖麻蚕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桂阳县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634000418601，声明作废。

元。2011年开始，谭智钢继续
扩大创业面， 新开了茶楼，还
入股了朋友的农业科技公司，
做冷冻牛肉批发。期间，村两
委马不停蹄， 帮他争取政策、
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至2016
年，谭智钢已积累不少财富。

抱团创业一起致富
创业前， 谭智钢的梦想
很简单：“就是拼着挣钱，让
家人过上好日子。” 创业时，
他的想法有了变化：“要带着
乡亲一起富。”
2015年，长沙市加快“城
中村改造”，4月，一场拆违行动
的
“
暴风骤雨”在东湖村上演，
短时间内拆除了38万平方米

的违章建筑。大拆违后，众多拆迁
户面临就业问题，村里矛盾交织。
“罗书记对我说，目前的东湖
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 带着
乡亲创业，帮助乡亲就业。”谭智
钢说，我得站出来！
谭智钢找来村民们商量，计
划抱团创业，为乡亲们“杀出一条
血路”。2017年，谭智钢等人投资
8000多万元，在长沙县干杉乡创
办环通物流园。 该物 流园 占 地
200亩，据目前状况，预计4年能
收回全部成本。
一年多时间， 公司慢慢发展
壮大，谭智钢也以多种形式回馈
社会，造富乡梓。公司员工中，有
三分之二是东湖村和邻村人。
“如今村里脱贫致富，小谭功
不可没。”罗树强忍不住点赞。

注销公告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作废公告

长沙联沃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伟
红，电话：13337217689

颜彪：申请人蒋浩与你之间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
本会已经审理完毕，并作出了
(2018)长仲裁字第 1318 号仲裁
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来本会领取该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长沙仲裁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2 日

依据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
17）湘 0104 执 2879 号 的 协 助
执行通知书：将王林琳名下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216 号
西山汇景苑 14 栋 303 房屋长国
用（2011）第 078028 号、304 房屋
长 国 用（2011） 第 078029 号 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 1428 号车
位（权证号为 711154875)和 1429
号 车 位（权 证 号 为 711154876）
一并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女人厚德载物文化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位债
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姝力 13387498862

注销公告
湖南胜捭阖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唐嘉良，电话 15073695128

注销公告
耒阳市绿然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蒋
勇泉，电话:13875656505

注销公告
湖南昂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石
金土，电话：18229144444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茶陵万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1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
予以公告,为保护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公告日起 45 天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
人:张声良，电话 18773327969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10 月长沙力诺机械
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3000 万 元 减 至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 告 见 报 之 日 起 45 日 内 ， 债 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肖进
洋 电话：0731-82057997

解散（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岳阳赛利康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勇，电话：15919686656

永顺县高楼村生物质燃料专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433127NA00
0069X）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并成立了清算组，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员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我社申报处理债权债务。 联系
人 ： 李 勋 ， 电 话 ：13707433196

长沙电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范文英 电话：18073114623

注销公告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 院（
2018）湘 0105 执 恢 478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谭志敏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四方坪四方商贸城 27
栋 407 号房、权证号为 708008
885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编
号 为 长 国 用（
2007）第 00380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该房权
证号为 508013506 的房屋他项
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家佳惠购物广场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代码 0
00008101200，号码 18195745、
18195746、18195756，声明作废。

求租公告
本公司寻租办公用房： 要求以
烈士公园东门为中心 3 公里范
围内， 房产所有人为单一所有
人， 能满足直接入驻进行办公
的优先，面积在 2000-2400 平
方米整层或连层的办公用房，
具备相应的房产证或房产验收
合格证， 公告有效期为 10 天，
联系人：贺先生 13875848851，
求租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