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隐患曝光

本报9月2日讯 8月29
日， 株洲消防渌口大队提请
渌口区人民政府对渌口镇杨
诗和藕煤厂重大火灾隐患实
施挂牌督办。

渌口镇杨诗和藕煤厂
员工集体宿舍采用夹层为
聚乙烯泡沫的易燃可燃材
料搭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的规定。根据《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经大
队集体议案，直接判定株洲
县大坝种苗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为
此，大队执法人员依法下发
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
书》， 并报请渌口区政府对

该单位重大火灾隐患进行
挂牌督办，督促整改消除火
灾隐患。

该单位负责人表示将严
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对存在
的火灾隐患进行全面整改，争
取早日消除隐患，严防火灾事
故发生。

■通讯员 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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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恩琪，女，四岁，于
2015 年 5 月 3 日在
浏阳市城东新村由
朱志云拾养。现登报
寻找其亲生父母亲，
自登报之日起 60天

内其亲生父母亲或其监护人凭
身份证或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
证明与朱志云联系认领。
联系人:朱志云 13637474616

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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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刘洋（身份证 43072619821101
0515）遗失驾驶证、身份证及车
牌湘 A917NM 车辆行驶证（车架
号 LMGJS1G8XH10928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子舜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衡
阳分公司（税号：91430400MA4
L6FHG6D）遗失法人章：何玲芳
一枚，声明作废。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2019)湘 0105 执字第 1448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
陈健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望
城坡重阳路兰亭居 2 栋 208 号
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5)第
030098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627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
封案号（2016）湘 0104 执 2609
号】现将被执行人周志华名下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25 号
鑫天芙蓉 6栋 702号房产、编号
为长国用（2007）第 026647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305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贺青青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
南二环二段 306 号兴威帕克水岸
园 10 栋 1215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716066664 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16010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壶天镇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3份,票
号:1758933870、1683152358、
1758934320,特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远牧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3MA4L1NMG2F）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新乐贸易有限公司经投资
人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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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锋 电话：13575011268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职部
(现邵阳学院)肖丽芸遗失毕业证,
编号 0503020603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湘西自治州中心支公司遗失
商业险保单 1份，流水号 1943
246800，声明作废。

◆刘雅馨（父亲:刘海军，母亲:
刘素梅）遗失出生证（登记编号
M430181325），声明作废。
◆黎彦希（父亲：黎鑫，母亲：汤
娜）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417505，声明作废。

◆陈硕遗失 2011 年参加普通话考
试取得的二甲等级证书， 证书编
号：43114430025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口口馋烤肉饭店遗失沅
陵县市场监管局 2017年 8 月 21
日核发代码 92431222MA4M1
JR973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石豪（父亲：石伟国，母亲：谢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D430110099，声明作废。
◆杨子浛（父亲：杨智成，母亲：蒋
燕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078946，声明作废。

◆唐睿熙（父亲：唐凯强，母亲：李
馨园）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64186，声明作废。

◆向皓轩（父亲：向健，母亲：田
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98658，声明作废。

◆黄俊宁（父亲：黄发龙，母亲：张
纯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71867，声明作废。
◆伍瑞轩（父亲：伍华刚，母亲：王
春丽）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7854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叁烤湘派烤肉店遗失
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19
年 4 月 15 日核发 92430602MA
4QDL145U 营业执照正副本，特
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阳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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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承海，电话 13975076376

住房出售
左家塘高档小区华天望族苑
内一房一厅出售， 装修设施
全，可停车。 1387589515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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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瞻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4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112394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罗高博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证书，证号： 湘 02600X08
04129， 二级乙等，特此声明。

两个“环球小姐”互掐，谁才是真的
法院判决：双方都得停止不正当竞争，并登报消除影响

“桔园立交桥是车流量非常大的
地方， 当时车辆是在行驶过程中，你
袭击公交车司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
过车上所有乘客的生命安全，包括你
自己？”“我那天在家里喝了很多红
酒，没有考虑。”……9月2日，长沙市
雨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被告人
刘某被审判长问得无言以对，只得低
着头、小声回答着。

借着酒劲，他一脚踹向公交司机

今年“五一”小长假，刘某酒后乘
长沙68路公交车， 因让座的事与司
机发生口角。为了泄愤，他飞踹了正
在开车的司机胡师傅。

事发当时，公交车正行至桔园立
交桥上环岛的西北处马路上。司机胡
师傅见状， 赶紧将公交车靠边停好，
接着拿出手机报警。“我听到他说‘打
人’，以为他在喊人来报复。”刘某怕
对方报复，趁车停之际，他朝车窗外
纵身一跃，逃离了现场。

胡师傅被踹了后，右手肘有些浮
肿， 为了安全让乘客转乘后面的68
路公交车。 已经跑回家中的刘某，心

中也惴惴不安，在亲友的劝说下主动
投案自首，向胡师傅赔偿了9000元，
得到了对方的谅解。

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刑两年

5月17日，刘某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检方批捕。9月2
日，案件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公诉人认为，刘某在公共交
通工具行驶过程中踢打驾驶人员，危
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
行为已触犯《刑法》， 其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

事发后，刘某选择了自首，其家
人也积极找公交车司机赔礼道歉，请
求法院从轻判决。对此，公诉人表示，
司机个人对刘某的行为给予谅解，但
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其从轻处罚的理
由。根据法规，对于在实际载客10人
以上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从重处
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

法院当庭宣判，刘某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
年。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岳求生

体态婀娜多姿，身着美艳
华服，智慧还懂多国语言……
提及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是
会让人浮想联翩。不过，这次
的亮点不在选美本身，而是两
个“环球国际小姐”主办方的
“互掐”。9月2日，记者从中国
裁判文书网获悉，该案判决文
书已经对外公布。

到底谁才是“环球国际小
姐”的官方？ 一方说自己在中
国注册了“MISS�GLOBE”的
商标权；而另一方却说自己的
商标使用权来自美国，认为对
方抢注商标，提起反诉。今年
2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长沙知识产权庭审理了该
案。法院判双方均停止对各自
涉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双方
均得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声
明，消除影响。

【原告】
三被告未经允许
举办类似比赛

蓝天碧海代理律师表示，
2007年， 蓝天碧海公司最先
以“环球国际小姐”的名称在
国内举办选美竞赛， 还将该
赛事选拔出的国内冠军派遣
至阿尔巴尼亚参与“MISS�
GLOBE� INTERNATION-
AL”国际大赛。

时至2017年， 蓝天碧海
发现中国又出现了一个“蜜
丝歌伦环球国际小姐”比赛，

通过交涉希望对方公司停止
举办比赛或不使用环球国际
小姐的称号， 结果对方不仅
没答复， 还继续举办了2018
年的选美大赛。为此，蓝天碧
海将湖南天天向上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中科华兴健康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侨视界
（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起诉至法院， 认为三公司
存在不正当竞争， 要求三公
司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
30万元，并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为期三个月的声明消除
影响。

【被告】
蓝天碧海无合法授权
提起反诉

针对蓝天碧海的起诉，三
家公司统一由中侨视界代理
律师来进行答辩。

中侨视界的代理律师拿
出了一份材料， 上面显示，
2006年至2018年， 蓝天碧海
曾7次申请“环球国际小姐”的
商标注册， 但均被商标局驳
回。“相应的驳回通知显示，
‘环球国际小姐’ 不得作为商
标注册。”他认为，这也佐证了
“环球国际小姐” 不具备申请
注册商标的基本要求。

庭审中，中侨视界还向法
院提交了《反诉状》， 认为
“MISS��GLOBE”组织环球国
际小姐大赛创始人从未授权

给蓝天碧海使用。另外，蓝天
碧海还存在故意虚假宣传、损
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
声誉行为，这已构成了不正当
竞争。故诉求法院判令蓝天碧
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
相关经济损失120万元，并在
全国性报纸上赔礼道歉、消除
影响。

【法院】
双方均存在
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
中， 本诉被告天天向上公
司、中科华兴公司 、中侨视
界公司、反诉被告蓝天碧海
公司在各自活动开展过程
中发布了被控虚假宣传内
容，诉讼中均未出具相关证
据予以证明其真实性，构成
虚假宣传。

对“本诉原告蓝天碧海公
司诉请法院判令本诉三被告
在《人民日报》刊登声明消除
影响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
中侨视界公司诉请法院判令
反诉被告蓝天碧海公司在全
国性报刊上刊登声明消除影
响的诉讼请求”， 法院均予以
支持。另外，由于双方在“本
诉”与“反诉”中，被告的一方
均需承担5万元赔偿， 两案赔
偿抵扣后，双方均无需再行向
对方支付损失赔偿。

■记者 杨昱

公交上踹一脚，他获刑两年
司机个人谅解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

株洲渌口区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犯罪嫌疑人刘某上公交车及踢司机的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