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9日讯 太热了，
连在教练车里吹空调的教练都
受不了，给车子“打”了把多边
形的伞， 全方位挡住火辣的阳
光。 这一举动让他领到了500元
的罚单。今天上午，长沙岳麓交警
就现场查获了这台车顶“打”伞的
教练车。民警提醒，机动车加装伞
具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市民发现
该行为可拨打122举报。

今天上午8点多，一辆特别
打眼的教练车出现在长沙含浦
大道西二环路段， 该车车顶支
撑着一把多边形的伞具， 有四
个角通过绳子绑在车身上固
定，而远远看去，驾驶员的身影
都被挡住了。

民警将车辆拦下， 车内坐

着教练唐某和一名学员。 唐某
称， 早上刚带领学员练完车，他
正准备送学员回家。 天气太热
了，为了避暑才在车顶打伞。

民警介绍， 一些驾驶人为
了遮阳而在车顶打伞， 安全隐
患大。行驶过程中，伞具容易受
气流干扰， 影响机动车行驶稳
定性。同时，伞具会遮挡驾驶员
视线，尤其是在学员驾车时，处
理经验不足， 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 因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
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 唐某
将面临罚款500元的处罚。同
时， 民警会将该情况通报至唐
某所属驾校，由驾校督促整改。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刘晨卉

教练车“打伞”防晒，领500元罚单
民警提醒：机动车加装伞具安全隐患大，市民发现可拨打122举报

本报7月29日讯 费尽心
机裁出合适大小的废纸， 卡在
车牌螺丝下挡住车牌一位数
字，想躲避监控抓拍，没想到却
躲不过路面巡逻民警， 而当民
警走近时， 这名驾驶员立马下
车， 试图当着民警的面扯下纸
片， 却被逮了个正着。 今天上
午，长沙芙蓉交警通报了该案。

7月28日上午10点半，芙蓉

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在五一大
道上巡逻，停在芙蓉广场1号地
铁口，西往东方向上的一台白色
小轿车吸引了民警注意，该车后
牌照上一小张白纸挡住了一位
数字。 巡逻民警朝该车走去，尽
管民警就在眼前，车上的驾驶员
却马上下车直奔后车牌，想把纸
条扯下，被民警及时制止。

被抓了现行的驾驶员王某
只得承认自己遮挡号牌的行
为。王某是长沙人，是一名营运
车司机， 经常往返于长沙与浏
阳之间。 因害怕违法行为被电
子眼抓拍，就想出了这个歪招。

目前， 驾驶员王某因涉嫌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驾
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故意遮挡、
污损或者不按规定悬挂机动车
号牌都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违
者将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
记12分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纸片挡车牌，还想在民警眼皮下扯掉
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两年前借款4万多
至今只还2万

链接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洪秀妍 通讯员 李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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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方定于 2019年 8月 8日 15:00时，在长沙市开
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59号维也纳四楼， 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持有的“湖南芙蓉宾馆（现更名湖南芙
蓉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截
至 2019年 3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 2558.730162 万
元，利息余额 7511.57508万元，本息余额 10070.305242万元。

标的即日起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 8 月 7 日 17 时前，携有
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来本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保证金以到帐时间为准)。

保证金账号：431632000018170050768
开户单位：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竞买人在竞买标的资产时，应保证以不低于标的资产转让

保留价报价（其他竞买人已报价或有更高报价的，本项保证失
效）。 否则，竞买人报名交纳的标的资产交易保证金在扣除全部

交易服务费后作为向转让方支付的违约金不予退还。
注意：竞买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经济组织，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 另外，本次竞价标的所涉及的债务
人和担保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拍卖标的。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59号维也纳酒店 4楼
联 系 人：易先生 15074873028

����������������������� �������������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30日

债权拍卖公告

高温中暑并非个例。7月
24日下午3点， 在长沙市福元
路附近，一名41岁男子因热射
病晕倒在路旁，后因呼吸循环
衰竭不幸死亡。

记者从长沙市120急救中
心了解到， 7月1日至29日，该
中心已经接到68起中暑急救。
“相比去年同期少了一些，是
因为长沙的高温天气近期才
开始。” 该中心副主任刘科宇
介绍，根据数据来看，地点一
般为高温室外和工厂等相对

密闭、 通风条件不好的环境，
中午11点到下午5点间的呼救
比较集中。中暑人群以中老年
及体弱多病者为主。

刘科宇提醒市民，应尽量
避免直接暴露在高温天气下，
或长期处于通风不良的密闭环
境中。 保证良好的睡眠和身体
情况，经常喝水。刘科宇特别提
到， 一旦发生热射病等中暑症
状， 应尽快脱离高温环境，并
转移到阴凉、 通风的地方，及
时补充液体，并送医治疗。

中午紧急赶工4人中暑，一人进了ICU
7月以来长沙120已接68起中暑急救 高温限工令:高于37℃要立即停止露天施工作业

长沙已迎来今年首轮持续性高温天气， 预计今年
夏季平均气温为28.5℃，高温日数为35天（最长连续12
天左右），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40℃。

为切实保障建筑施工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近日下发《关于切
实做好2019年高温季节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劳动保护工
作的通知》，对高温情况下建筑行业施工作业提出了明
确要求。《通知》要求，所有施工单位要避免高温时段室
外作业， 中午11∶00至15∶00间不得在阳光直射下施
工作业，气温高于37℃，要立即停止露天施工作业。

7月28日中午时分，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路附近的工地
上，4名正在室外作业的工人出现中暑反应， 被救护车紧急
送往了长沙市第四医院。其中，严重者出现意识昏迷，表现出
热射病症状，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抢救。

7月29日， 记者在长沙市
第四医院见到中暑患者之一
的杨师傅。他告诉记者，当时
他和十来位工友在室外进行
高空露天混凝土作业，几名工
友先后出现胸闷异常、口干舌
燥等症状，其中一名工友两眼
一发黑直接晕过去了。其他工
友赶紧拨打120，将他们一同
送往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科
进行救治。

“当时恰好来了一车混凝
土和模板，如果不及时处置，
可能会造成混凝土冷缝，所
以才紧急安排工人作业。” 工
地负责人康先生说， 他预料

到高温下可能会出现中暑情
况， 因此在施工现场放置了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他
说， 以后会更加注意防范高
温中暑。

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科
主治医师张加栋介绍，一名中
暑严重患者送到医院时呈昏
迷状态， 且体温已高到“爆
表”，严重缺氧和脱水、大汗、
面部发红发紫、心率和呼吸偏
高以及神志昏迷，不能自主行
动。张加栋医生综合判断为热
射病，立即转入急诊ICU病房
抢救。经过一系列治疗，患者
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7月份近70起中暑急救

严重者被送进ICU抢救

长沙市政府发布高温限工令

本报7月29日讯“我好心把钱
借给同事应急，她却不按时还，让我
不得不拿信用卡去填坑，现在还被银
行列为了黑户。真是倒霉！”今天，家
住长沙县的王女士向本报投诉， 借4
万多元给前同事应急，约定本息共计
6万元，分3年偿清。然而，对方只还了
3个月钱，之后便不按时还款了。

“我借给前同事的钱，也是自己
贷款所得， 每月还得支付月供。”今
天， 记者在长沙市芙蓉区锦泰广场
见到了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自己的
奶奶因患重病，急需用钱，她特地向
银行贷款15万元用于支付医药费，
每月需归还5000元。

2017年4月16日， 前同事陈女
士找到王女士， 希望能借4万多元
来支付装修尾款。看到同事确实很
急， 自己奶奶治病还剩下几万，于
是她打算帮同事一把。

起初，从2017年5月至7月，陈女
士都能按时还款， 可之后却不那么及
时了。“从2017年5月到现在， 她一共
才还2万出头， 每次不催都不会去
还。”王女士说。“我并不想走法律途
径，不愿做得太绝，可她微信上却说：
‘还你1500不够的话， 命在这里，你
拿去。’”

记者拨通了陈女士的电话，在
表明来意后，她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了
记者。陈女士说，自己已经离异，独自
带着一个12岁的女儿，投资却亏得血
本无归，还被银行列为了黑户。除了
借王女士的钱， 她还欠了别人的钱，
每月4000元收入，1500元生活用，其
余的全是用来还债，“如果经济允许，
我愿意每月还2000元。”记者将这一
情况反馈给了王女士，她对此说法
难以接受。“我都给了她一年时间，
她都没有优先来还我，我还得到处
借款才能补缺口。”

事情会如何发展，记者将持续
关注。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7月29日，长沙含浦大道西二环路段，交警查处了这辆“打伞”的教练车。记者 虢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