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9日讯 昨晚，在
长沙912路公交车上， 一暴躁乘
客抢夺起步中的公交车方向盘，
导致公交车失控，所幸司机把控
及时没有造成重大事件。

昨晚7点， 刘再军师傅驾驶
着912路公交车行至马王堆朝晖
路口后，有一名约60岁左右的男
乘客从车厢中部的座位起身，准
备往前门下车。“我提醒这名乘
客应该从后门下车。”刘师傅说，
这名男乘客却对自己的提醒不
满，开始理论。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刘师傅
关了前门， 让该乘客去后门下
车。但男乘客不听，甚至威胁“你
走咯！”刘师傅慢慢启动发车，没
想到该名男乘客突然上前抢夺
刘师傅方向盘， 并使劲转动方
向。车体突然向右侧急转，眼看
马上就要撞到台阶上，刘师傅立
即踩了刹车， 才避免了一次碰
撞，保住了全车人的安全。

目前，高桥派出所已经介入
处理。 ■记者 石芳宇

本报1月29日讯 春节来长
沙火宫殿逛庙会， 可体验一把长
沙年味范。从1月29日至2月19日，
庙会开放了4条特色灯影主题街
区，22天的庙会也是精彩纷呈。

从1月29日起，短视频潮拍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只要参与
抖音APP“长沙年味范”超级话
题，录制短视频发布参与互动，
在话题内容内的优质短视频将
获取庙会的大礼。1月29日至1
月31日， 在黄兴南路步行街中
心广场将举行湖湘非遗展。

2月14日上午10点到11点
半， 在黄兴南路步行街中心广
场， 各种不同唱腔的名角将同
台飙戏， 还会邀请观众来唱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每个年代的代
表歌曲。2月19日上午9点，由汉
唐古风小姐姐、 时尚COSER、
传统民俗艺人、 龙狮锣鼓队组
成的千人巡游队伍将在黄兴路
步行街、太平老街、坡子街、三
王街巡游， 途经店铺都将布置
灯谜，猜对者还会有神秘礼物。
此外， 当天还将为庙会短视频
征集活动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制
作者颁发奖励。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董劲

本报1月29日讯 今日，遵照
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
命令，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犯
阳赞云依法执行死刑。

2018年9月12日晚7时30分
许， 罪犯阳赞云驾驶湘D133ZY
路虎越野车冲入衡东县洣江广
场，冲撞碾压人群，并持折叠铲、
匕首砍刺现场群众。随后，阳赞
云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此次事
件共造成15人死亡，6人重伤、28

人轻伤、9人轻微伤。2018年12
月12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并当庭宣判，
被告人阳赞云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阳赞云没有上
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
复核， 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
18日裁定核准了对阳赞云的死
刑判决。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通讯员 曾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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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神赞园油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解散本合
作社，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
申报债权。清算地址：冷水江市
铎山镇石柱村（原咸宜村 6 组）
邮编：417500 联系人：李红民
电话：18073857308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标志》单证流水号 13000
100001800746573 共一份单证，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仟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号：914301210580078460）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 16 份，发票代码：1430
01210128 ，发票号码：4469330
1-4469331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永宏保洁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解散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周永红，
电话 1376206055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猪肚鸡火锅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
码 043001800104，号码 71386
0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金联普世文化传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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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波，电话 15659260706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格林木业装饰建
材商行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100151386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
（91430100MA4L2NKR53） 开
具给湖南良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遗失，
发票代码：043001800104，发票
号码：59944180，声明作废。

◆声明： 童静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
类型： 专职律师， 执业证号
14301201211936385，流水号：
2714950821，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唯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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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辉 电话:13707350688

清算公告
衡阳市泽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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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春，电话 13617080393

注销公告
长沙怡可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陈
冬辉，联系电话：13875982321

注销公告
湖南诚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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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贵斌，电话 13787281004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华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 张晓芳，电话 13017300983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每行按最多不超过 13个 6号字计）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遗失声明
长沙汉界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陈雨韩（父亲：陈明，母亲：周海
芸）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6967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振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 编号：
43130000245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遗失以下单
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批单 5 份 ECC510002172000
022891-ECC510002172000022
895，声明作废。

◆姜夏 (父亲：姜波，母亲：苏苑
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250789，声明作废。

◆蒋博煊(父亲：蒋桂华，母亲：刘
金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53967，声明作废。

◆曹笃志(父亲：曹伟雄，母亲：曹
美芬)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4990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蓝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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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得志，电话 13308418655

注销公告
湖南博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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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平，电话 18173123932注销公告

湖南信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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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国，电话 18273329366

注销公告
长沙新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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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匿，电话 13113348787

注销公告
湖南瑞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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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昕宇，电话 18711330588

注销公告
湖南省胜伦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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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辉，电话：18573995322

注销公告
资兴市铭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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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诗东，电话 18684737777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第 20 合同
段项目经理部财务专用章遗失，
声明作废。

火宫殿22天庙会
有你好玩的

“路虎撞人致15死案”
罪犯阳赞云伏法

“这是自管以后的公共收益
反馈给我们的钱。”1月29日，在
长沙市芙蓉区东成大厦业委会
办公室内，小区业主李女士领到
了880元红包。 当她得知小区计
划明年红包会发1180元时，连
连点头支持。

红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月29日上午8点半， 记者
来到东成大厦业委会，看到工作
人员将分好的红包一个个摆在
办公桌上，等待业主拿着证件来
领取。 本来规定是9点正式领取
的，不少业主们提早赶了过来。

“多亏小区实行了业主自
管，跟以前相比，小区的变化简
直是天和地的差别。” 业主艾女
士来帮儿子领取红包，她在小区
拥有两套房子，因此顺利地拿到
了两个红包，“以前别说发红包，
电梯、楼道都没怎么维护，现在
得到了维护，给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

“今年我们小区的公共收益
结余是140多万元，用来发红包
的总额不到20万元，其余的钱也
将用来做小区的维护。” 东成大
厦小区业委会主任谈俊说，这些

钱都是业主共有的，自然是要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

计划：明年红包涨到4位数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业主
对于小区的管理热情高涨，不再
是各扫门前雪，对于小区的建设
发展也是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建
议。 对于剩下的100多万公共收
益结余， 小区业委会经过商量，
决定把它用于小区的电梯更换、
大堂装修、 屋顶修缮和墙面粉
刷。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停车
费、电梯广告等收益，结合每年
结余的钱，可以一步步把待建设
的设施配齐。”谈俊说，业委会有
什么想法，都会及时在业主群里
发布，收集各类意见，等待条件
成熟，就会召开业主大会来形成
决议。

“通过业主自管， 我们也慢
慢地从中收获了经验，发红包也
是最能代表我们工作成果的方
式。”谈俊告诉记者，随着公共收
益的增加，红包的数额也会跟着
增长， 计划明年的红包将会是
1180元， 不过这还得通过召开
全体业主大会来表决。

880元红包到手，小区业主们乐开了花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在长沙渐成趋势 目前已有近10个小区加入其中

记者手记

记者采访发现，“小区给业主发红包” 在长沙开始成
为趋势，岁末年初之际，全市已有近10个小区加入发“红
包”行列。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有金色比华利、盛世荷
园、鑫天山水洲城、格蓝康都、绿地时代广场、银力家园、
阳明山庄等多个小区业委会给全体业主发放红包， 资金
大多来自小区公共收益，每户标准为数百元不等。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明确规
定：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
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用于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或者物业管
理方面的其他需要。东成大厦业委会主任谈俊、盛世荷园小
区业委会主任谢永辉等人士纷纷认为，将公共利益的一部
分拿出来与全体业主共享，并通过媒体广而告之，有利于
唤醒更多小区业主重视公共利益。 ■记者 杨昱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在长渐成趋势

不满被提醒后门下车
乘客竟抢方向盘

1月29日，在
长沙市黄兴路步行
街中心广场上，来
自多国的留学生舞
起长龙，为2019火
宫殿大庙会助势。
本届大庙会从小年
启动到正月十五闹
元宵， 将持续22
天。

记者 杨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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