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5月15日， 陈敏在长沙市第八医院重症
监护室外大厅查看费用清单。记者张洋银摄

共享汽车撞倒老太，医疗已花费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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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铭豪机械加工经
营部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5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23810512（蓝字发票，
已作废），发票代码 04300180
0104，发票号码 19775879、19
775881、19775883、19775885
（此 4份为红字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莎娃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2M
A4PAK5N60）不慎遗失单位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吉首市寨阳庄稼果桑专业合作
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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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春生 15367217190

遗失声明
吉首市寨阳庄稼果桑专业合作
社遗失吉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5月 7日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3101NA000156X，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猎鹰网吧投资人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决定解散本企业。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吴江娜 17773045923

遗失声明
阳光壹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000763252556P）遗 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码：14899932
第二联，声明作废。

◆陈雨曦（父亲：陈文辉，母亲：王
兰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10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欣林农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五张，发票
代码 4300164320，号码：00
637255、00637242、00637243、
00637244、006372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涂氏小杯茶茶馆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70235551；发票代码
043001900104，发票号码 01027
8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王权浩蔬菜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6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30105MA4L916U9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湘
潭湘乡石油分公司遗失以下发
票 38 份，发票代码：0430017
00107，发票号码分别为：
09023665、09454123、
09454401、09455243、
09455309、09455940、
09456160、09456164、
09456293、09456609、
09459309、09466840、
09472499、09472647、
09473387、09473398、
09472562、09472563、
09472648、09472649、
09473667、09473716、
09473874、09475755、
09474094、09475770、
09480139、09480367、
09480257、09480367、
09480468、09480844、
09480817、09481096、
09481289、09481569、
09481675、09481809；
以上发票 38份，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公共交通运输协会遗失
耒阳市民政局 2010 年 6 月 18 日
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143
0481557620274A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中国人民银行耒
阳支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470002598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2019）湘 0181 执 109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徐军
与徐勇名下共有的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新河路 139 号 004 栋 704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2）
第 01233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丰融恒泰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 043001900104，发票号
码 117387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快乐湾
义工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遗失，证照编号： 5243
0111089749324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因保
管失误，财务章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中寰卫星通信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市长江南路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619
7701；另遗失公章及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征求意见
稿已形成，现进行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 1、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 恒广集团 http://
www.hnhg.net/； 纸质报告书：公
众可到湖南格瑞特置业有限公
司或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
场索取或联系邮寄。 2、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本项目实施的单位和个人。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
www.hnhg.net/news/newslist/
news-id-12.html。 4、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从上网
址下载填写公众意见表提出对
本项目的看法和意见，也可通过
电话等各种方式发表意见。 5、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发
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6、建
设单位：湖南格瑞特置业有限公
司， 联系人： 肖经理， 电话：
13787228445。 7、环评机构：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
工，电话：0731-84880680。

长沙康华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遗失声明
长沙好玩教室玩具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0919887549）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代
码 4300171130，号码 06442100
和号码 06442105，声明作废。

无名氏， 男， 约 14
岁， 身高约 1.6 米，
2019 年 5 月 5 日在
长沙市高桥现代商
贸城被群众发现后
报警，由高桥派出所

送入我站。发现时身穿橘红色卫
衣，黑色裤子，白色运动鞋，不能
语言沟通。请知情者速与我站联
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5月 16日

寻亲启事

◆刘波水利 B 类安全考核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湘(水)建安 B
(2013)006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百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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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希慧，电话 15874917680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三凯船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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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磊，电话：17378299646

遗失声明
株洲御景林钧拓展运动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066014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修源健康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份（已
作废），发票代码 0430018001
04，发票号码 71464676，7146
4677，声明作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2 号)
及中共涟源市委、市政府印发的
《关于清理“吃空饷”专项治理行
动中发现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涟办［2018］71 号）文件规定，
现通告如下：经审定，钟孝南、梁
珊、李振宇等 3位同志因离岗逾
期不归，我乡曾多次电话、微信、
短信通知你们回单位办理辞职
手续，至今未落实，现限你们于
通知次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回单
位办理辞职手续，否则我乡将按
相关文件精神予以辞退或开除
处理，解除人事和工资关系。 特
此通告。 附：人员名单（3 人）
钟 孝 南（公务员），身份证号
码：432503197405080636
梁珊（财政所工作人员），身份证
号码：432503197610271220
李振宇（经管站工作人员），身份
证号码：43250319881126091X

中共三甲乡委员会
三甲乡人民政府
2019年 5 月 5 日

关于在编不在岗人员限
期办理辞职手续的通告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阔以阔以餐饮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8 年 5 月 14 日核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3MA
4PK3GX6K 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税控盘，盘号 66180829438
8；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059389
74 至 0593904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衡阳乐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20 万元。 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
人：魏美 电话 15673433011遗失声明

攸县丽水电信专营店遗失湖南
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18 份，发票
代码：143001531810, 发票号码
48953176-489531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利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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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健健，电话:13566970666

遗失声明
湖南锦之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五枚（公章，财务章，
发票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私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普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27406205127）遗失原财务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恒辉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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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明，电话 15073333093

遗失声明
汪洋遗失由湘潭县交通运输局
2018年 5 月 22日核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湘交运管许可潭字 430
321202041号；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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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13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湖南博动电子工程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
大道 598号檀香花园 47 栋：14
15 号房屋、编号长国用（2014）
第 066476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1416 号房屋、编号长国用
（2014）第 066477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唐谷云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321198209173565，声明作废。

◆阎治国水利 B 类安全考核
证书丢失，证书编号：湘(水)建
安 B(2016)00275，声明作废。

◆刘婷婷（性别女，身份证号码:
430481198912257682）遗失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报到证，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吕鑫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811342200481，声明作废。

◆谢躬行（父亲：谢云波，母亲：肖
慧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084429，声明作废。

◆龙盛（父亲：龙积石，母亲：李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148004，声明作废。
◆彭锋遗失契税发票一份，契税
发票号 05238544，金额 13542.54
元， 遗失维修基金发票一份，维
修基金发票号 0006169473 金额
15103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李串串餐饮店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2 份，发票代码：4300173320，
发票号码：03073889-03073910，
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岳麓区优家自选店遗失岳
麓区银盘岭税务分局 2017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国税局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072119
8509146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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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律师李春光说， 共享汽车公
司企业为了降低企业运行成
本， 明知道高速运转的营运车
辆可能会给第三方造成人身伤
亡和财产损失， 还故意购买额
度非常低的保险， 存在将风险
转移的故意， 作为共享汽车的
提供方， 共享汽车公司应该积
极配合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
险公司不足部分由共享汽车公
司和肇事司机共同承担。

“在交警出具事故责任判
定书后， 家属可第一时间向法
院申请共享汽车公司先行垫付
医药费行为， 保险公司赔偿后
不足部分再具体厘清商量。”李
春光建议。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获悉，
事实上， 长沙共享汽车问题频
出，交警多次查处无照上路、未
成年人审核形同虚设、 车辆乱
停乱放，占据公共车位、消防通
道等乱象，本报将持续关注。

共享汽车撞倒老太，医药费犯了难
调查：“共享汽车”保险理赔额度仅5万元 律师：可向法院申请共享汽车公司先行垫付

“出事后，共享汽车公司前后给了几万元医药费，人不露面，打电话也不接。我妈躺
在ICU没醒，后续治疗费用还是未知数，以后怎么办？”自从母亲邓秀云4月27日出严重
车祸后，陈敏一家人都陷入了茫然无助中。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维权之路非常艰难。

5月15日，长沙市第八医院住院楼ICU病房外的大厅里，陈敏望着一张张缴费清单
陷入了沉思。

4月27日凌晨3点，如往
常一般，谭敬在长沙县泉塘
街道附近给共享汽车充电
归位， 一场车祸悄然而至。
21岁的谭敬在北京首汽智
行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下属的一家外包公司工
作近4个月。 谭敬发现撞人
后，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
据长沙市第八医院急诊科
医生介绍，老人送来时已经
昏迷，全身多发伤，伴随着
颅内出血、骨折、肺戳伤等
症状，生命垂危。

记者从长沙市第八医
院ICU病房朱泽湘副主任医
师了解到，目前患者已脱离
危险期，接下来将进行神经

康复治疗， 至于何时能醒，
是个漫长的治疗过程。

5月13日， 陈敏的父亲
找到北京首汽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公司负
责人避而不见，公司物业保
安强行驱赶， 最后在当地派
出所出面调停下才缓解矛
盾。“撞人的小伙子垫付了3
万多元，我们自己花了4万多
元，保险公司出了一部分，大
概花了14万多了。”谈及医疗
费用，陈敏脸上愁云密布。

5月14日下午， 记者联
系上北京首汽智行科技有
限公司长沙分公司负责人
李文超，他表示目前正积极
协调处理此事，“等交警那

边出事故鉴定责任书，该负
责的肯定不会跑。” 当记者
表示目前患者医疗费用告
急，可否与保险公司沟通垫
付时，对方未予回应。随后，
记者联系到谭敬所在共享
汽车承包商公司，对方同样
表示，需等责任判定书公示
再行处置。

5月15日， 记者来到长
沙县交警大队， 办案民警
称，昨天已将共享汽车公司
负责人与家属叫至交警队
进行调解协商，目前也在催
促第三方尽早出具责任鉴
定书，“我们建议公司方提
前与保险公司沟通介入，垫
付相关医疗费，救人要紧。”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共享汽
车事故保额很低，谭敬所在公司保额即只有
5万元。从事保险业的业内人士赵经理称，所
在保险公司以往也接触过类似案例， 一般轻
微事故由驾驶员自行承担， 较大事故除保险
公司赔偿相应保额外， 其余费用则由驾驶员
与共享汽车公司共同承担， 具体比例则根据
所签订相应合同而定。 赵经理透露，“共享汽
车公司的保单一般比其他车险保费高， 保额
低，所以大多数公司不愿花高价投保，行业内
基本上最高额度在5万元。”对此说法，长沙县
交警大队民警予以证实， 共享汽车驾驶者一
般车龄较小，驾驶经验不足，出事频率高，驾
驶员自行担责比率大。

■记者 张洋银

“共享汽车”
保险理赔额度仅5万元

可向法院申请
共享汽车公司先行垫付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