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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格思瑞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砂子塘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
56963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信和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4863401，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湖南省
安化鑫丰矿业有限公司选厂升
级改造及资源回收利用项目环
评报告进行信息公告，公开征
求公众对本工程在环境影响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
见表网址：https://pan.bai
du.com/s/1At6shEgRcwTJlmV
WLOUalQ&shfl=sharepset；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
安化鑫丰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安化县清塘铺镇牛角塘村；
联系电话：夏总 13908450399；
邮箱 11927053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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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
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
以电话、信函、面谈等形式对本
项目环保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
的有效期限自本次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湖南省安化鑫丰矿业有限
公司选厂升级改造及资源
回收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5 时在芙蓉区建湘路
137托普大厦 5 楼公开拍卖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与迎霞
路口人防地下通道内 23 间商铺
5年租赁使用权， 可用商业面积
约 708.3 平方米， 详见拍卖资料
及图纸，按现状出租以实际交付
为准。 首年租金起拍价 390982
元，递增率为每 3 年递增 5%。有
意竞买者须具备 3 年 1000 平方
米以上商铺运营管理经验，相应
资金实力，信用及经营状况良好
的个人或法人。 国家明确规定禁
止行业和可能产生污染、 噪音
等，影响周边环境的经营项目不
能取得竞买资格。 有意竞买者请
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法
人携带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
保证金 10 万进账单、 拟承租商
业计划书（商业计划应包含使用
方案、装修及验收方案。 租赁用
途仅限用于运动品牌用品、学生
用品、超市百货等，须满足上述
使用用途并承诺承租后按计划
实施，不得整体转租转让）。 保证
金账户：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
司； 账号：800226250602012；开
户行：长沙银行金政支行。
报名及展示时间、 地点：2019 年
10 月 28 日-29 日 17 时截止前
在芙蓉区建湘路 137 号托普大
厦 5 楼 503 室进行报名登记，在
标的所在地进行展示。
咨询电话：15575828858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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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耀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430903002832,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552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芙蓉南路 2 号 1
栋 302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2）第 06990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586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文浩名下位于长沙市
望岳路 299 号诚兴园 25 栋 1604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3）
第 13200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12 执恢 325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
落于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685
号洞井商贸城 16 区 16 号 4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307379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3）第 05441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513022710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康程劲帆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车牌号为湘 AD3992
5 的车辆合格证，合格证编号
WCP10111753146 车架号 LX
WAEPG23JH0015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永辉航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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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勇辉，电话：13707305563

遗失声明
安乡县市场服务中心原行政公
章因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9) 湘 0102 执 3115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李长胜名下位于长沙市五一
路香格里嘉园 519 号房屋的
长国用 2007 第 050125 号国
土证公告作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保部
令第 4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宁
乡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潭市
镇安全村温氏高效生态养殖小
区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
以 公 告 。 一 、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潭市镇安全村温氏
高效生态养殖小区。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湘乡市潭市
镇安全村建设潭市镇安全村。
项目概况 ：宁乡广东温氏畜禽
有限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在
湘乡市潭市镇安全村建设潭市
镇安全村建设温氏高效生态养
殖小区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形
成年出栏肉鸡 350 万羽。 建设
内容为鸡舍、办公室以及配套设施。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宁乡广东温氏畜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汉强；13787342492
单位地址：宁乡市回龙铺镇万寿山十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乡广东温氏畜禽有限
公司潭市镇安全村温氏
高 效 生 态 养 殖 小 区

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

◆蒋爱民同志遗失乡村医生资格证
一本，证号 430121007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3 执恢 61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邹薇、刘庆中名
下位于长沙市万家丽南路二段
（暮云街道）999 号格澜郡 127
栋 1303 号住宅、编号为长国用
（2016）第 023832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玖玖喜庆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 ， 编号：
4313000121519；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4313000121520；
遗失法人石亮波私章一枚，编
号：4313000096976；声明作废。

经过分析， 长沙交
警总结了导致“路怒症”
的原因，大致有六点。

一是行车环境恶
劣，包括路况差、堵车、
疲劳，或气温高、湿度
大、日照长等。二是驾
驶空间幽闭，因长时间
处于驾驶室， 空间狭
小，空气不流通，导致
驾驶员易怒。三是汽油
味，汽油刺激可能影响
司机的情绪和行为。四
是控制欲，受到攻击时
会本能的自我保护而
对抗；或控制被打破后
产生愤怒。五是发泄压
抑，因拥堵或他人违规
行为引爆了自己的压
抑情绪。 六是好胜、冲
动人格，部分驾驶人人
格特质，容易受情绪绑
架而产生攻击性行为。

交警提醒：要想缓
解路怒情绪，最根本的
做法是要自我调节、主
动浇灭“心头火”。不妨尝
试以下几个方法：1、多做
几次深呼吸， 缓解情绪；
2、 尝试与前行车辆保持
一定车距，缓解跟车时的
紧迫感；3、 开窗让新鲜
空气进入车厢，保持头
脑冷静；4、 听比较轻松
的音乐，放松神经；5、将
车停在安全地带稍事
休息， 使情绪平缓下
来；6、咀嚼口香糖，可提
高快乐、放松及平静等
积极情绪及感觉；7、车
上放一张家人幸福的
小照片，让家人帮你平
复情绪。

获刑+赔钱！他俩为自己的“路怒”买单
嫌人开车慢，两车前后夹击把人打残“路怒症”多发，交警教你浇灭“心头火”

随着车辆保有量的增加， 有一种疾病开始悄
然蔓延，这就是“路怒症”。10月21日，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案件， 由于嫌别的驾驶
员开车太慢，两名司机将对方拦停后一顿暴揍，伤
者被鉴定十级伤残。当然，两名霸道的打人者也为
自己的冲动买了单，被判刑一年至一年半，还得赔
偿8万余元。

■记者 杨昱

2017年6月26日17时许，
赵先生开车送女儿回家，正行
至长沙市岳麓区白鹤小区5栋
时， 莫名被前后两辆车包夹
住。随后，前车司机黄某下车
质问，多次鸣笛示意，为何还
开车太慢？ 赵先生毫不示弱，
双方开始争吵起来，黄某一怒
之下，用拳头击打了赵先生的
面部。后车司机张某也下车赶
来，用脚踹了赵先生的右侧肩
部和背部。

民警介入后，受伤的赵先
生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了8
天， 诊断结果为右肩胛骨骨
折、 右侧多发性肋骨骨折、
右肺下叶挫伤、 右侧肩袖损
伤等，花费1.2万元。经湖南
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赵先生因本次事故导致

损伤构成十级伤残； 伤后误
工期120日，一人护理60日，
营养期 60日， 后续医药费
3000元。

由于黄某和张某的鲁莽
行为，岳麓区法院判决两人犯
寻衅滋事罪， 分别获刑一年
六个月和一年。两人不服提
起上诉，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年6月14日做出刑事
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审判过程中，黄某和张
某一直没有进行赔偿，赵先生
起诉索要赔偿其伤残赔偿金、
护理费、营养费等经济损失近
1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黄某、张
某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赔偿
赵 先 生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83732.07元。

嫌人开车慢 伤人致残判刑又罚款

10月21日， 记者从长沙
市交警支队获悉，截至8月底，
长沙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69万
辆， 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达
320万人。在实际执法中，长沙
交警今年就已经查获了多起
因“路怒症”引发的“寻衅滋
事”行为。

8月28日，市民微博举报，
杨家山立交东二环辅路北往
南方向，一名摩托车车主不仅
没佩戴头盔，还在路上走起了
“蛇形”路，恶意别车至窑岭十
字路口。

9月初，在长沙某路段，一

名车主行至道路右转车道时，
以为红灯不能走，正停在路口
等绿灯。 让他没想到的是，车
后竟传来一阵阵鸣笛声，听得
烦躁的他，选择了锁车，自己
下车走到了人行道上。

9月12日17时许，胡某在
长沙天心区某路段行驶时随
意变道，干扰了正常驾车的粟
某。由此，两人发生了口角，并
产生了不文明的交通行为。第
二天中午， 天心交警约谈双
方，并对胡某变更车道时影响
正常车辆行驶的违法行为给
予罚款200元的处罚。

长沙交警查获多起“路怒症”事件

防止“路怒症”
得先学会“灭火”

图片·新闻

本报10月21日讯 沅陵小伙子
小安（化名）怎么也没想到，20岁的
自己竟然得了肺癌。2个月前，他出现
胸痛症状，按照肺结核治疗了2个月
后，依然没有改善。之后来到湖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求诊，
最后被确诊为肺腺癌。

发现及时积极治疗出院
据介绍，当时接诊小安的是省人

民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张卫东，他仔细
阅读了小安的CT后， 发现其肺部有
一个不足1cm的结节，立即为他安排
了支气管镜检查。因小安肺部的小结
节位于外周带，确诊难度大，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介入肺病团队为其制
定了详尽的方案，在小探头超声引导
下，通过支气管镜取活检，最终确诊
为肺腺癌。由于发现及时，分期较早，
小安在积极治疗后出院了，后期康复
继续在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全程管理之中。

重度吸烟者是高危人群
张卫东主任了解到，小安尽管年

轻，却已经是一杆老烟枪，自13岁开

始吸烟， 至今已有7年。“在呼吸内科
住院病例中，94.6%男性肺癌患者有
吸烟史。”张卫东教授介绍，烟草已被
证明为肺癌发病的主要致癌因素，重
度吸烟者（每日吸烟25支以上）患肺
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50倍。 有肿
瘤家族史、慢性肺病史、空气污染、粉
尘接触等也是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
因此，尽早戒烟，避免有害粉尘颗粒
的吸入极为重要。

张卫东指出，肺癌的早期诊断和
分期十分重要，目前，全球肺癌患者平
均5年生存率仅16%，其中Ⅳ期肺癌平均
5年生存率低于0.5%， 而Ⅰ期肺癌生存
率可达65％。肺癌的治疗效果与确诊
时的分期也息息相关， 但遗憾的是，
我国目前仅有10%的患者能够在早
期阶段发现。同时，肺癌的规范化治
疗、康复以及系统的随访也极大地影
响肺癌病人的疗效，目前国内的现状
是病人医疗知识的匮乏导致病急乱投
医， 治疗后病人往往处于被动失联状
态，依赖于网络咨询，无处寻求专业人士
的帮助，因此医院成立了肺癌诊疗一体
化中心，让肺癌患者能早诊早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靖 李秀英

13岁就开始吸烟，20岁患上肺癌
医生：烟草是主要致癌因素，94.6%男性患者有吸烟史

10月21日，湖南雨花非遗馆，小学生在体验捏面人。当
天，株洲市的700余名小学生来到该馆开展秋季研学，体验
非遗文化。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琛 摄影报道

体验
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