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湖南福彩大家乐”第
五季火热来袭， 线上线下相结
合，含“日奖”“期奖”及“季奖”。
从第四季开始，每季时间由原来
的28天缩短至21天， 每11天一
次期奖，每21天一次季奖。

彩民只需下载“湖南福彩”
App， 购买电脑票单票满20元
或指定票种刮刮乐（蒸蒸日上、
魅力4射、66顺88发、嗨啤、龙腾
盛世、 中国龙系列票、 黄金传
奇）累计满20元即可扫码参与，
每人每天最高可获得20次“马
上有奖”刮奖机会。无需兑换、
无需等待，“马上有奖” 即刮即
得，全天金条、手机、金豆、油卡
等好礼“抢”不停，还有机会赢
35000元期奖豪华大礼包，更
有机会冲击100000元季奖豪
华惊喜大礼包。

近日， 陈先生迫不及待地
来到省福彩中心八楼， 领取属
于他的那一份幸运。 陈先生买
彩票有四五年了，玩“湖南福彩
大家乐”从第一季就开始参加，

说起这次中得“湖南福彩大家
乐”第二季季奖10万元大奖，陈
先生透露了一个诀窍： 运气和
坚持守候， 才是收获大奖的必
要条件。 回想起自己勇夺福彩
大家乐第二季季奖一等奖的经
历， 陈先生连连感叹自己的确
运气爆棚。

领奖的喜悦感染着每一位
“湖南福彩大家乐”活动的参与
者，大奖得主收获奖品的同时，
也将幸运不断延续。 看到种类
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各项大奖
纷纷派出， 您是否也想领回一
份属于自己的幸运大礼包呢？
“湖南福彩大家乐”第五季第六
季，欢迎您参与！

■向福才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大家乐第五季火爆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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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华联超市
资金流断裂突然关店

12日下午， 记者来到麦吉
华联超市，此时大门已经紧锁，
门口聚集多名供货商以及员
工。据超市员工兰女士介绍，11
月9日晚超市原本还处于正常
营业的状态，11月10日早上来
上班时， 却发现门上张贴出破
产清算的消息，“当天上午，50
多名员工全然不知所措，9月之
前的工资都是正常发放的，10
月份的工资不知道能不能正常
发放。”

刘先生介绍， 超市方欠了
供货商3个月甚至半年的货款
都没有结算， 金额从几千到上
十万元不等，“本来与超市方是
约定在11月10日结算之前的货
款，没想到突然关门。”

下到超市的扶梯入口，已
经被杂物围挡起来， 正中的一
块黑板上张贴着盖有湖南麦吉
华联超市有限公司公章的《倒
闭破产清算通知》。

这份通知中提到， 超市因
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流断
裂，无法正常运营，从11月10日
起正式停业， 且已经进行破产
清算。 超市内部一些门面也声
明， 因受超市影响无法正常营
业，正在寻找新的店面。

附近居民覃先生反映，在

超市内办的购物卡还未消费
完， 最多的有2000余元，“平时
看他们货还挺齐的”。

三湘都市报记者查询百度
地图发现， 在星沙也开设有一
家“麦吉华联生活超市”。两者
是否有所关联？ 刘先生告诉记
者，两家超市虽然“同名”，但并
非同一家公司，“现如今供货商
仍在给另一家麦吉华联超市正
常供货”。

社区介入协调
首先保障员工工资发放

记者联系上麦吉华联超市
的法人代表马先生。他表示，由
于经营不善， 导致近期连连亏
损， 目前他已经无法承担起高
额的费用， 选择破产清算是无
奈之举。

目前， 青园街道和友谊社
区工作人员已经介入协调。社
区书记谭荣表示，11月11日晚
已经和负责人马先生协调过，
首先需要保障超市50多名员工
的工资在本月21日之前发放。
同时，街道工作人员已经组织超
市员工、供应商以及相关方面的
人员进行登记， 并进行后续协
商，确保每一位权益人的合法利
益得以保护。据介绍，目前供货
商及超市方正在对接库存数据
及货物是否转移等情况。

拖欠货款数百万，超市突然连夜关店
长沙湘府路麦吉华联超市张贴破产公告，供货商等待处理货款 街道和社区已介入协调

近段时间，岳麓区洋湖街
道白鹭社区（筹）时不时接到
关于小区高空抛物的投诉。

为了有效防止高空抛
物， 保护居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 并在案件发生后确保有
据可查， 白鹭社区筹委会工
作人员及时对接物业， 将辖
区内高空抛物现状做了统
计，同时积极协调网格长、街
道城管、 物业等部门实地走
访， 希望尽快解决居民群众
反映的“烦心事”。

在网格长、社区筹委会工作
人员和物业公司多次磋商、实地
查勘之后，时光小区一共加装了
四套共计8个“防高空抛物监控
摄像头”。 这些广角摄像头安装
在每幢楼南北两侧的地面立杆
上，由两个探头连一根杆一套传
输设备，距离单元楼10米左右，
呈60至80度角仰拍， 正好可以
将整幢楼的窗户和阳台包入拍
摄范围， 覆盖整个小区高层。这
些摄像头安装调试完毕后，开始
对高空抛物进行监控。

“朝天摄像头”长沙也有了，看谁乱扔
白鹭社区时光小区试点以解决抛物投诉，将逐步覆盖整个社区

近日，长沙市岳麓区洋湖
街道白鹭社区时光小区加装
了四套共计8个“防高空抛物
监控摄像头”， 用来解决小区
投诉较多的高空抛物的问题。

据悉，经过时光小区试点后，“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今后
将逐步实现整个社区的全覆盖。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仕杰 贺喜迎

加装摄像头，监控高空抛物安心

“我们时光小区共有6栋
高层，安装的监控探头不仅可
以覆盖高层区域，也能监控到
别墅区。小区住户基本都持支
持态度，特别是容易受高空抛
物影响的低楼层住户十分高
兴。租客入住时会被告知楼前
楼后都有防高空抛物摄像头，
在行为上也会约束很多。”该小
区物业公司负责人邓小靖说。

住在时光小区3栋的陈
阿姨一家是长沙本地人，也
是小区业主，陈阿姨说，刚开
始担心自己的隐私会不会被
摄像头拍到，也比较疑惑。为
了让她放心， 物业工作人员
特 地 带 她 去 看 了 监 控 画
面———因为仰拍角度经过调
试和设置， 监控里只拍到每

层楼的窗户和阳台， 并不会拍
到住户家里的情况。

“良好的文明环境既要靠
教育涵养，也离不开法律约束。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对小
区高空抛物行为起到一定的震
慑作用。” 小区一级网格长、洋
湖街道工委副书记丁玲说道。

社区筹委会负责人表示，
监控内容在物业管理平台上的
存储时长为一个月，平时，物业
工作人员在值班室也能查看实
时监控情况。“由于加装摄像头
需要筹集资金、提前规划，并征
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所以我们先
在一个小区试点，今后将逐步实
现整个社区的全覆盖，致力打造
平安社区、‘三零’社区。”关于下
一步的计划，负责人说。

放心 只拍窗户和阳台，住户隐私有保障

11月12日下午，长沙湘府路麦吉华联超市门前
聚集了十几名供货商， 面对欠了约400万供货款就
闭店的超市方，他们显得着急又无奈。一夜之间，麦
吉华联超市突然宣布关店， 并在门口张贴了破产的
公告。“他们超市还欠我8万货款，我们只能在这等相
关负责人来处理。”供货商刘先生说。

■记者 石芳宇

记者手记

朝天摄像头
守护生命天空

小区不时发生的高空坠物伤
人事件，让人惶惶不安，走在高楼
旁，总担心有危险从天而降。

要彻底解决问题， 消除隐
患，安装朝天摄像头，就是相当
实用且有益的一环。 在不侵犯
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时光小区8
个朝天摄像头， 织就了一张防
抛物监控网。 虽然摄像头不能
化身超人， 去接住那些坠落伤
人的物件，但可以发现隐患，锁
定源头，唤醒责任。

因为治理高空坠物的一大
难点就是，人为的高空抛物，无
论是有意无意， 寻找责任人都
很困难。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
定， 高空坠物伤人如难以确定
具体侵权人， 除能证明自己不
是侵权人之外， 全楼人要一起
赔偿。这种“连坐式”赔偿，虽有
社会救助意义， 但对于抛物者
的震慑力却被无奈摊薄了。

因此， 朝天摄像头更精准
地震慑了不法行为。 有了这么
多双眼睛“盯着”，居民会更注
意自身言行， 至少那些本不应
发生的人为抛物、 各家自己该
注意的坠物隐患， 会得到比较
有效的控制。

当然，要杜绝高空危险，光
靠摄像头看着是不够的。 加强
法律约束，重视日常管理，定期
进行危险排查， 普及高空坠物
险等工作，更需逐一做到位。但
对于小区而言， 安装摄像头成
本低，见效快。也许，这一做法
今后会在长沙更多的小区推广
借鉴。

▲“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画面。

▲11月8日，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时光小区
正在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