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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车在排队等红灯，两
名交警直接走到我车前面来敬
礼， 不少司机都摇下车窗看过
来……” 长沙驾驶员汪先生感
慨，由于逾期未年检，在上班途
中被长沙交警精准查缉。

民警提醒，“六年免检”是指
免于上线检测，但是年检手续仍
需要按期办理，逾期未年检将被
重点查缉。

“六年免检”
不是六年不用去年检

“我以为六年免检就真的不
用检， 结果被列为重点查缉对
象。”采访中，驾驶员汪先生向记
者讲述了自己上班途中被精准
查缉的过程，“几十辆车等红灯，
几名交警直接过来把我拦了，当
时过往驾驶员看我的眼神都很
特别，自己也吓得不轻。”

近期，长沙交警依托大数据
以及“情指勤”指挥调度平台查
获多台逾期未年检车辆。不少新
车驾驶员以为“六年免检”就是
新车六年内不用去年检，从而导
致年检过期。

交警部门提醒，非营运轿车
等车辆6年内免检是指车辆免于
上线检验，但车主仍需要在指定
期限内到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领取合格标志，并张贴到汽
车前挡风玻璃右上角。逾期未年

检就上路行驶，将被依法处以记
3分罚200元并暂扣车辆的处
罚。此外，未按时参加年检的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部分保险公司
将以此为由拒绝理赔。

免检标志几分钟就能办好

长沙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办
公室主任乐熠介绍， 机动车免
检合格标志的核发是指登记注
册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
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每两年
需要定期检验时， 机动车所有
人（或使用人）提供交通事故强
制责任保险凭证、 车船税或者
免征证明， 可直接申领检验标
志， 无需到检测机构进行安全
技术检测。

“长沙的驾驶员可以通过便
民服务桥、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号
及交管12123APP进行网上预
约或者网上申领免检合格标
志。”乐熠说。

网上预约可以就近选择车
管所、服务站、部分人口与出入
境大厅等， 向窗口递交材料后，
几分钟就能办妥。网上申领可以
通过上网提交相关材料，申请成
功后，将由邮政快递送到家。

乐熠提醒，申请前，车主需
要将涉及车辆的交通事故和交
通违法处理完毕，以免造成申请
失败。 ■记者 虢灿

教孩子自救互救
为了提高广大师幼的应急

救护能力， 预防和减少发生在
幼儿群体中的意外伤害事件，
11月8日上午， 长沙市开福区
教育局山语城幼儿园与消防部
门、大型公立医院，辖区派出所
联合开展了“消防演练”、“自救
互救活动”、“防拐骗安全教育”
系列主题活动。 图为医护人员
在为孩子们讲授自救、 互救知
识。

通讯员 聂诗珂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8日讯 “用油漆
在墙上写字， 窗户被拆走了，屋
内还燃了几堆火。” 长沙钟女士
投诉称，姐姐之前通过网络司法
拍卖， 花170万元拍得长沙市岳
麓区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可
收房没多久，就遭遇了侵权纠纷。

7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进
门就看到地上堆着一些黑色碳
化物，走进主厅，一块地板砖被
斜靠在墙上，砖上还用红漆写着
字。 阳台的部分窗户被拆除，地

上还能看到碎玻璃渣。
“5月份拍卖成交后，一次性

支付了170万元。” 钟女士说，姐
姐现住在衡阳，买房是为孩子学
业考虑的。

钟女士透露，曾与原房东交
涉过， 对方希望重新买回房子，
之后又改口说想租房，“在被拒
绝后， 原房东表示自己曾坐过
牢，出言威胁。我姐都有退房的
念头，不想卷入纠纷中。”

宁乡法院表示，2018年5月，

该处房屋通过淘宝网司法网络
拍卖。随即，法院对被执行人熊
某下达了腾退通知书，该房至今
年11月初完成腾退。在交房过程
中， 执行法官发现房屋被损坏，
与被执行人熊某电话联系，无人
接听。

目前，法院正在寻找熊某下
落，决定以妨碍执行拘留被执行
人熊某，并暂扣拟发给熊某安置
租房款8万元。

■记者 杨昱

◆彭珊珊（父亲：彭元，母亲：陆
曹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M430877187，声明作废。

◆汤丹斌 （父亲：汤武陵， 母亲：
丁作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E4302932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奔腾之马演艺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05MA4L37
AQ5J，声明作废。

告 知 书
根据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关文件要
求和湖南高速公路体制改革工
作需要， 目前我处已启动了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原试点
（简称原试点）与企业养老保险
的衔接工作。 为保障我处现已
离开高速公路系统（简称离职）
的原试点人员权益， 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1. 凡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含）
前离职的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
怀化管理处原试点人员， 请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前到我处进
行原试点个人缴费数据的核对确认。
2. 凡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后离
职的湖南高速公路管理局怀化
管理处原试点人员， 请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前到我处进行原
试点个人缴费数据和企业养老
保险补缴费用的核对确认，并
在我处规定时间内补缴自 2014
年 10 月至实际离职之日的养
老保险中需个人缴纳的费用至
指定账户， 以便我处补缴企业
养老保险。

上述两类人员请务必于规
定时间内到我处办理相关事
宜， 以免影响本人今后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 如未按规定时限
到我处完成此项工作的， 所有
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地址：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
嘴岩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总公司怀化管理处
联系人：赵俊
联系电话：0745-2829726

2018 年 11 月 8日
人员名单：
何昔华、刘鼎、刘正健、欧邦琪、
汪艳妮、谢金秀、徐伟、张硕子、
张旭东、李平、王冰、夏亮

遗失声明
湖南中润城镇置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李金娜位于天心区格兰
小镇 136 栋 1804 室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三联，业
务宗号：湘财通字（2013）0003
617023,遗失龙华忠位于天心
区格兰小镇 141 栋 908 室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三联，
业务宗号：湘财通字（2013）
0001636968，遗失欧阳雪莲位
于天心区格兰小镇 139 栋 201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
第三联，业务宗号：湘财通字
（2013）0001621563， 遗 失 黄
鹏位于天心区格兰小镇 138 栋
1506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
款凭证第三联，业务宗号：湘
财通字（2013）000030615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旷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开福区福元西路
508 号旷代沁园一期 13 栋 101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
第三联，凭证号为：湘通财字
（2017）NO0001571463， 遗 失
位于开福区福元西路 508 号旷
代沁园一期 8-101房物业资金
缴款凭证第三联，凭证号为：
湘通财字（2017）NO0001571
287。 声明作废。

◆李致诚（父亲:李大卫，母亲:陈
让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175738，声明作废。

◆蒋宇晗（母亲：蒋艳）遗失湖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R430698934，声明作废。

◆朱渝华（父亲：朱再荣，母亲：粟
许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8823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优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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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光亮，电话: 17708459168

◆邓亦然(父亲：邓祎，母亲：谢三
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12004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高陇镇红满天酒楼遗失
税务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号
码 224463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五一大道
锦绣中环 6 楼 005铺熊剑遗失
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核发
的国税证正本，税号：43042119
880605433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县青洋湖枣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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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杰 电话 18890397659

遗失声明
湖南星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耒阳市深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因执行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
院(2015)耒执字第 226-4 号裁
定书特声明将以下和谐花苑 15
栋四套房子购房合同注销及销
售卡作废。 15 栋 2002 合同编号
为 Ly2012002043。 15 栋 1106
合同编号为 Ly2011002076。 15
栋 902 合同编号为 Ly20110016
80。 15栋 402 合同编号为 Ly20
1200309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莱卡轻食餐饮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8年 5月 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30103MA4PJH6Q89。
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24301030302981，特此
声明作废。

◆张睿哲(父亲：张斌，母亲：刘妙
芬）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414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爱尚家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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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锋顺，电话 13637411139

遗失声明
岳阳市佳家来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阳花板桥支行 2018 年 5 月 14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0871804，另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3060
000087180E，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刚娥茶叶商行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
800104，发票号码 06188535，
声明作废。

◆魏诗琦，魏梓琦（双胞胎）（父
亲：魏立华， 母亲：陈静）遗失出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M430579561，
M430579562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宜众安康项目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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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伟，电话 18175844494

公 告
因颜辉（身份证号：43112619
95****8472）履行 2017 年 11 月
签订的编号 BR201711140058 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
告知：见本公告 5 日内请将全部
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弘高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兽医局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 开户行中国银行核准号
Z5510000312701，声明作废。

◆周运宏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2423197003261311 声明作废。

◆专职律师陈双清遗失律师证，
证号 14301201311280248，证书
流水号 10495453，声明作废。

◆彭慧洁遗失湖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毕业证，证书编号：140721
2012060006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际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2
943316XQ）遗失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富妃特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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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棋，电话 13357270700

清算公告
湖南君辉信诚机电设备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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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圣辉，电话:15874779519

遗失声明
湖南飞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12 月 14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103591023676X，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 15 时至 16 时，在
“光大拍卖” 微信竞价平台公
开拍卖：1、 罚没 PPR 管道及
其配件一批；2、八方小区一期
3 号车库 3D-149 车位使用权
（使用至 2072 年）详见拍卖资
料。 有意者请于 11 月 21 日
16 时前携有效证件及保证金
1 万元办理竞买手续，即日起
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请关
注微信或登录网站“光大拍
卖”了解详情。报名地址：八方
小区 2期 B6 栋 2单元 314室
黄 15308481456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9日

股本金缴纳告知书
湖南自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及各位股东：根据本公司 2015
年 3 月 16 日《公司章程修正案
》第三章第六条之规定，股东
谭振宇应出资 900 万元，为履
行其义务，谭振宇先后于 2015
年 3月 17 日至 2018年 6月 29 日
代湖南自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偿还贷款利息 770 万元，谭
振宇自愿将此作为在湖南自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本金
缴纳。 以后产生的利息，谭振
宇在 900 万出资额度内认缴并
继续作为股本金投入。 在此也
一并要求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
缴纳各自相应出资，并于 2019
年 1月 31 日之前缴清。 请公司
对本人出资进行验资并出具出
资证明书。 特此告知。
股东：谭振宇 2018年 11月 6日

◆吴文杰遗失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数控技术专业毕业证，证号:
1083012010060026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花非花鲜花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8 月 24 日核发注册号 430
102600269245 营业执照正本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安县百合苑酒店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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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战，电话:13467475888

注销公告
东安县平安生态休闲农庄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吴学战，电话:13467475888

◆刘诗狄(父亲：刘开凡，母亲：龙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658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煌朝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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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莉 电话:15874090099

雅中-江西±800kV 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
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网络链接
国网四川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c.sgcc.com.cn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云南省电力设
计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ynpd.ceec.net.cn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贵州电力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网站 ：http://
www.gzed.cn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n.sgcc.com.cn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x.sgcc.com.cn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网站 ：http://
www.csepdi.ceec.net.cn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网站 ：http://
www.swepdi.ceec.net.cn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
国网四川省电力有限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交子北二路 18 号；
联系电话：028-68124296）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韶东路 398
号；联系电话：0731-85333559）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 666
号；联系电话：0791-87494401）
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 12
号；联系电话：027-65262785）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风路 18 号； 联系
电话：028-84402380）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
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
在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
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
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
高压建设部）收件人：朱洪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6号西单银座中心；邮编：100031
邮箱：hongbin~zhu@sgcc.com.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8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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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慎重使用信息，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汤子钰（父亲：汤治军，母亲：肖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91297，声明作废。
◆张佳乐（父亲：张孟德，母亲：汤
练）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169598，声明作废。

开车上班途中他为何被交警重点查缉
原来他的车子六年未检 提醒:“六年免检”不是不用年检，而是免于上线检验

170万元拍来的房子，刚腾房就被破坏
法院：将以妨碍执行拘留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