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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 长沙市交通
行政执法局昨日通报一起暴力抗法
事件， 一疑似非法营运车辆驾驶员
面对检查竟踩油门加速狂飙， 带着
执法人员和乘客冲关。

4月17日晚8点30分左右，执法
人员在黄花机场例行检查时， 发现
车牌号湘KLR380车辆涉嫌非法营
运，执法人员王景荣随乘客上车并亮
证检查。 没想到驾驶员迅速启动车
辆，踩下油门狂逃，连侧面车门都没
关上。

“我在车上多次提醒他靠路边
停车接受检查， 他却情绪激动沿机
场高速加速狂奔，当时车速超过100
码。”王景荣告诉记者，在经过机场
高速收费站时， 驾驶员直接闯过
ETC通道， 把杆子撞到一侧。“在车
上，他还和乘客用家乡话交流，希望
乘客配合他阻碍执法。”乘客受到惊
吓要求驾驶员靠边停车， 驾驶员依
然不管不顾， 狂奔至长沙大道转雨
花收费站。在车辆降速时，王景荣迅
速拔下车钥匙， 没想到驾驶员又从
口袋拿出另一把车钥匙准备逃离，
在再次拔掉车钥匙后， 车辆惯性冲
到高速护栏停下。

停车后， 驾驶员迅速带乘客离
开现场， 执法人员当场查到一本假
驾驶证，并请求公安部门协同处理。
目前，该驾驶员仍逃逸不配合调查。
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调查取
证，驾驶员可能面临顶格处罚，罚款
3万元-10万元。 ■记者 石芳宇

本报4月26日讯 近日，湘
潭市医保部门对外公布各县
(市)区有奖举报电话，市民举报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情况经查证
属实， 医保基金因举报避免损
失， 且主要事实及证据事先未
被医保行政部门掌握的， 最高
可获得10万元奖励。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按
照主体可分为四类， 分别涉及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和
参保人员。 其中参保人员下述
行为属于欺诈： 伪造假医疗服
务票据骗取医保基金; 将本人
医疗保障凭证转借他人就医或
持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非
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套
取药品耗材等， 倒买倒卖非法
牟利。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郑镱慧子

本报4月26日讯 全省水运行业扫
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在深入开展， 记者今
天从省水运管理局获悉， 目前全省共关
停非法砂石码头814个， 提质改造9个，
基本实现了港口码头由“乱、散、杂”向规
范经营转变。

码头非法侵占非深水岸线

固定设施吊机1台、 输送带1条、自
卸泊位2个、磅房1个、地磅1个、活动吊
机一台……2018年10月15日，桃源县海
事处执法人员在沅水桃源段观音桥河段
港口巡查，发现一个非法砂石码头，业主
为桃源县陬市镇沅达装卸服务队。

经执法人员勘验， 确认该砂石码头
非法侵占使用非深水岸线374.5米的事
实，并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业主立即拆除
现场设施设备，并写出了承诺书。

经各地区各单位摸底排查， 全省存
在非法砂石码头共831处。对此，省运管
局督促各地区根据“两断、两无、一绿”
（即断电、断路，无设施、无砂堆，复绿）的
整治标准， 对非法砂石码头进行集中整
治。截至目前，全省已关停非法码头814
处，合法性整改9处。

确定六大领域扫黑除恶重点

关停非法码头只是全省水运行业扫
黑除恶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据介绍，省
水运局确定了湖南水运水路运输、 港口
生产、水运建设、航道管养等6大领域的
扫黑除恶重点，并畅通举报渠道。

在整治过程中，对拒不配合整治、纠
集社会闲散人员扰乱、 阻止执法人员正
常工作的黑恶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苗再东

我省关停非法砂石码头814个 湖南港口码头由“乱、散、杂”向规范经营转变

水运六大领域确定扫黑除恶重点
非法营运被查
载着执法人员冲关

湘潭：举报骗保
最高奖10万元

4月26日，长沙市公
安局举行“扫黑除恶主
题警营开放日”活动，市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群众及网友代表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参观人群
首先探访了长沙市公安
局扫黑办的办公区，扫黑
办的主要职能是统筹调
度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有序开展。
其办公区有一面战果墙，
每天实时更新各区县（市）
在专项斗争当中的战果。

在长沙市反电诈中
心办公区， 民警翟安介
绍说， 在办理扫黑除恶
案件中， 他们为查明资
金流向做了不少工作。
该中心支撑市局“5.27”

专 案 、“11.07” 专 案 、
“4.03” 专案等扫黑专项
斗争案件， 共查询资金
流4800余次、信息流2200
余次，查询、止付涉案金
额5765万元。

当参观到长沙公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打
击成果时， 人群中不时
发出阵阵赞叹。

据了解，2018年以
来， 长沙公安机关全面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截至2019年4月23日，
共打掉涉黑组织12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27个、
恶势力团伙49个， 破获
涉黑涉恶案件670余起，
刑拘1480余人。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彬

长沙公安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

连线

遗失声明
花垣县五五六六家居生活馆（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3124MA
4PPPPN9F，经营场所：花垣县花
垣镇步行街 4 号商住楼)遗失发
票 1 张，代码为：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为：16757938,声明作废。

������受委托， 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0：00 时， 在岳阳市
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
网络竞价转让岳阳市市政建设有限
公司 12%股权。 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简介：岳阳市市政
维护管理处持有的岳阳市市政
建设有限公司 12%股权。 本次
拟转让标的的挂牌起始价为
772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叁佰万
元（￥300 万元）。

二、标的展示、咨询及保证
金交纳时间（以到账为准）截止
2019 年 5 月 28 日 1６ 时。 标的
现场展示。 保证金账户：
户名：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 开户银行：华融湘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板桥支行。银
行账号：8002 0309 0000 26069

三、 意向竞买人应在 5 月
28 日 16 时前，凭竞买保证金付
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岳阳市产
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
关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价资格。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
司地址及联系人：岳阳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狮子山路市国资委办
公楼 709 室
电话：0730-8388688(办)
18673093658（胡先生）
详见 www.yueyang.gov.cn/gzw
http://ggzy.yueyang.gov.cn/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4 月 27 日

岳阳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12% 股 权 转 让 公 告

遗失声明
匡小燕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12 月 5 日核发 92431228MA4
L7YLK1P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庾小艳遗失湖南师范大学 2010
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证
（编号 10101885），声明作废。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遗失声明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姚诗号），作废。

◆杨博（430381198810082652）遗
失身份证和驾照，声明作废。

根据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锂二次电池正极材料中锂金
属再循环回收利用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信息公告，
公开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
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评文件全文纸质版获取
联系方式：13726965980。
环评全文网址： http://www.
eiabbs.net/thread-16118
3-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区的单位、个人及关
心拟建项目建设的人员。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评全文网址，填写后发送
至 2942972049@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
表发送至邮箱或拨打联系电话。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锂二次电池正极材
料中锂金属再循环回
收利用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金玉歌厅遗失湘潭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20
04 年 5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为：4303013
000635；特此声明作废。

◆尹昱霖遗失三方就业协议书 (三
份)，编号 1191053401409，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注销公告
花垣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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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正
海，电话 13787907088

◆阳仕新遗失湖南省税协发会员
证， 证号：430001866， 遗失编号:
SW00110957 注册税务师资格证；
遗失证书管理号 0528030100614
中级会计师资格证，声明作废。

◆杨志（父亲:杨建寨，母亲:刘
桂凡）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1038096，声明作废。

◆湘潭大学乔盼盼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7105302014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豪轩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黄湘娥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312161003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 G10430721000045600，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睦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麓谷科技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3234901， 遗失财务章
一枚，声明作废。

◆罗泽青遗失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 编号
1191053401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14301034449
252661）原财务专用章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14301034449
252661）莫树根私章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日美百货贸易（长沙）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金星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2681601，声明作废。

◆江佳蕙（父亲：江志祥，母亲：
吴欣）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79338，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和泰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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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琰艳，电话 15107307779

注销公告
湖南天马山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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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祥，电话 17342656888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长城铜业有限公司股东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决定解散公
司，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彭先
生，电话：13786005518

◆陆锦熙（父亲：陆小华，母亲：
燕慧）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490740，声明作废。

◆周志强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名家
翡翠花园 8 栋 1603 房的契税收
据，编号：9014764，声明作废。

◆周颖遗失湖南商学院北津学
院学位证书，编号：126514201
3001269，声明作废。

◆卢正山（父亲：卢桥，母亲：刘贞
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5687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视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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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锦旋，电话:13807328180

遗失声明
彭小兰湘交运管长字 43010100
0118 号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证(主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坪鸿图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长沙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坪塘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8463
002，账号 800810600322659
86012；遗失公章（备案号 430
1220114890）、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刘鹏），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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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岳阳市东风湖沙石码头已被拆除。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