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图片·新闻

开车低头看手机、 发微信、
看导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交
警提醒，开车外出之前要对路线
有所准备， 不要边开车边研究，
更不应长时间低头去看导航。

夏季温度高，体力消耗也比较
大，尤其是中午，容易打瞌睡。交警
也提醒广大司机，一定要保持充足
的睡眠时间， 保证充沛的体力，如
果感到困倦，请找个安全的地方停
车，休息一会，等头脑清醒了再继
续开车。此外，交警还特别提醒广
大女驾驶员， 驾车时不要穿高跟
鞋，因为穿高跟鞋对踩刹车和油门
的感觉会有偏差，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也尽量不要穿长裙，不小心绊
住刹车板，是很危险的事情。”

这台“交通违法王”记分超3000分
我省曝光一批违法车辆，前十名记分都超过1000分 提醒：这些事故多发路段需特别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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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7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发布通告，为确保湘
府西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工
程先导路口、洋湖大道湘浦路至
西引桥口北侧辅道施工的顺利，
将对施工地点周边路口及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请驾驶员严格按
照通告规定及施工路段交通标
志通行。

从5月28日0时起至9月12

日24时止，潭州大道先导路口东
往南禁止机动车左转通行。 原行
经该路段的机动车绕道湘浦路、
滨河路、福祥路等道路通行。

从5月28日0时起至8月27
日24时止，洋湖大道湘浦路至西
引桥口北侧辅道禁止机动车由
东往西通行。原行经该路段的机
动车绕道湘浦路、福祥路等道路
通行。 ■记者 虢灿

本报5月27日讯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
队六中队获悉，在该大队近期
处置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驾驶
员行车过程中竟然玩手机，结
果，一不小心就……

5月26日10点45分许，一
辆湘AC1**7的小型越野汽车
在芙蓉路由南往北行驶，车辆
行驶至芙蓉路侯家塘高架桥路
段时，突然“哐当”一声巨响，撞
在了路中间的中央隔离护栏
上，车辆一路“推倒”约200米护
栏。随即，一名年轻男子从驾驶
位惊慌地推开车门下了车。

事发路段车流量大，严重
影响车辆通行，长沙市交警支
队天心大队副大队长周正军
调度六中队全体警力到现场
支援，并指挥施救车将事故车
辆拖移至不影响交通处。现场
民警将损毁的护栏搬运至路

旁， 然后全员协作将倒地的
200多米护栏扶正。“当时询问
驾驶员事故发生原因，对方表
示由于看手机导致。” 现场处
理民警颜亚告诉记者，肇事车
辆没有保车损险，交警出具了
单方事故证明，驾驶员不但要
自己修车，还要对撞毁的交通
设施进行赔付。同时，根据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驾驶时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的，将对驾驶
员处以驾驶证记2分， 罚款两
百的处罚，对于驾驶时用手机
看微信、上网等其他妨碍交通
安全的行为， 将依法处罚。据
了解，今年以来，长沙交警共
现场查处驾驶时拨打接听手
持电话的违法行为664起；驾
车时观看视频、查阅手机信息
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行为的4
起。 ■记者 王智芳 虢灿

通讯员 孙粲

本报5月27日讯 804起交
通违法未处理， 违法记分超过
3000分！ 这是我省排名第一的
“违法王”。今天上午，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召开新闻通气会，集中
曝光一批“违法王”车辆、高危风
险运输企业、事故多发路段和高
风险路段， 以及一批典型案例，
并通报省道安委挂牌督办的事
故多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的整
改情况。

我省“违法王”
违法记分超3000分

在曝光的我省车辆违法未
处理起数前十名中，付某刚的湘
F0MG06车辆以804起交通违
法未处理，违法记分达3014分，
成为我省“违法王”。前十名车辆
的未处理起数均超过500起，违
法记分超过1000分。此外，岳阳
宏安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
湘FAK334车辆、湖南省永州汽
车运输总公司的湘MFT170、株
洲市一汽运有限责任公司的湘
BM4732车辆分别为旅游车辆、
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违法
次数最多的。

在高危风险旅游客运企业
中，长沙市湘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144次车辆违法位居首位。湖
南龙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浏阳市鼎顺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分别成为车辆违法次数最
多的高危风险客运企业和高危
风险危险品运输企业。

这些事故多发路段
需特别留意

通报会上介绍了省道安委
挂牌督办的事故多发路段整
改情况。今年1月8日，省道安
委挂牌督办全省36处事故多发
路段和高风险路段，其中，湘潭
2处、岳阳1处、张家界1处、郴州
1处、湘西2处7处路段已按计划
整改到位，待验收合格后，按程
序销号； 其他路段正在抓紧整
改中。

此 外 ， 京 港 澳 高 速
1501Km-1505Km（黎托下沉
段）、长张高速常德段123km（太
子庙服务区）路段、长张高速益
阳段63Km（益阳服务区）路段、
许广高速郴州段 427-429Km
（欧阳海服务区）路段等4处路段
为事故多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
驾驶员需特别留意。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廖正洪 雷文明

男子驾车看手机，一路撞倒隔离护栏200米
长沙今年已查处668起驾车使用手机违法行为

注意！长沙这两个路口今起交通管制

看导航也是危险动作

拍卖招商公告
受委托， 我司近期即将对长沙
市天心区黄兴南路 199 号新大
陆银座商厦 51 个商铺（建筑面
积共约 1123.71m2）按现状进行
公开整体拍卖。 标的大部分位
于第 4 层和第 5 层，产权清晰；
处于南门口地铁处，人流量大，
属商业繁华地段； 有意向客户
请前来我司索取资料并现场查
勘标的。 垂询热线：
15399975828 、13874942573梁女士

湖南财富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周新文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8 月 8 日核发 92430382MA4
M08AE4F 的营业执照副本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玉琼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20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梁玉琼，
电话 15874381266环评信息公示

5 万吨/年过硫酸盐及配套项目
位于怀化市洪江区工业集中区，
公众可与建设单位联系索取环
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或通过查阅该项目征求意见稿
的网络链接 http://www.hgkj
gf.com/cn/list/info_25.as
px?itemid=337，征求意见范
围为受本项目影响的单位和个
人，公众可在信息公开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填写公众意
见表、电话等方式发表对本项
目的意见。
建设单位及联系人：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部长 0745-7695064

遗失声明
张家界武陵源梓圆超市遗失张
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09
年 6 月 22 日核发注册号 430811
600000277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5 月 27 日平江县谦
益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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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谦林 13307409333遗失声明

蓝山县粤湘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遗失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3 月 23 日
核发代码 9143112767079994X
W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莫朝旺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2
年 6 月 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
00085158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潭翊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 2019 年 5 月 14 日决议
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刘
飞虎，电话 13055133733

清算公告
湘潭翊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 2019 年 5 月 14 日决议
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刘飞
虎，电话 13055133733

遗失声明
石门新河矿业有限公司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湘财通
字(2011)10467677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森水湖酒业商行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元分局 2010 年 10 月 27 日核
发注册号 430211600069788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559
0000166301，开户银行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武
陵源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永顺县盐井乡人民政府
遗失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收款
收据，湘财通字【2017】，起
止号 001136241-00113626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成知创业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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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劲松 电话 13873132328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湖南正阳房地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分立为两家公司，原本公司的债
务由分立后的各家公司共同承
担，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本公司联系方式：联系人；刘
倩 13907300321
湖南正阳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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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石门新河矿业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8 份，
号码 ：湘财通字（2008）0580
203998， 湘 财 通 字（2005）00
7537100X， 湘 财 通 字（2013）
1508250540，湘财通字（2014）
1559861464，湘财通字（2010）
0891304673，湘财通字（2010）
086652093X，湘财通字（2013）
1296832599，湘财通字（2013）
1352210971。 湖南省探矿权采
矿权使用费用价款专用收款收
据 2 份，号码：湘财专字（2000）
0011167，湘财专字（2002）00
21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花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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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卫平 电话：13517402767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玩赚和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地址：冷水江市金竹西路
（桃园住宅小区北区 8 栋 2 单元 401
室）。 联系人：曾佳佳 15367618888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辰美食品经销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
算地址：冷水江市金竹西路集
中加油站旁（金竹山矿业有限
公司家属楼 6 栋 401 号）。 联系
人：张晶怡，电话 18173818883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宏健电子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04 年 2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
023004025，遗失长沙市芙蓉区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528197108
0830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腾博汽车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李云）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民胜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3060
30002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湘
AB116 挂（黄色）道路运输证，
证号：湘交运管长字 43012120
8159 号；遗失湘 AA947 挂（黄
色）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
运管长字 430121208165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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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机动车
数台。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
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展
车、 报名时间：6 月 3 日和 6 月
4 日。展车、报名地址：长沙市天
心区弘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电
话： 13874804572（唐经理）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永州兰陵界溪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7 年 3 月 3
日核发代码 91431127MA4LD
4QM0F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79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徐冲、沈锦萍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南路 369
号鑫苑名家雅苑 1 栋 402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20170267434、
20170267435 的房屋不动产权
证及该房编号为：201702933
29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胜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税控盘，盘号：44-661516
522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长乐乡连发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20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青俊，
电话 13627438596

遗失声明
慈利县鸿图淡水鱼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8
210034095，声明作废。

5月27日，长沙市潇
湘北路三汊矶大桥以北
段，道路两侧的垃圾桶摆
放在了人行道上，行人稍
不注意就可能撞上。建议
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整改，
以消除隐患，保障行人的
出行安全。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