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与劳斯莱斯相撞，网友热议怎么赔》后续

市场

入伏吃叫鸡，做法吃法你都知道吗
长沙18元一斤的鸡卖得俏，消费者还得排队买 路边荆售价也随鸡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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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宏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1155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开福区人民法
院(2020)湘 0105 执恢 248 号之
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
行人肖永红名下位于长沙市金
霞开发区景香苑 8 栋 204 房屋
的产权证权证号为 00570091、
及长国用（2007）第 041492 国
土证和他项权证：508004818 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周敏遗失湖南省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 2 份，票号：0025717439、
0025717447，声明作废。
◆郑帆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证书，证号：4317056004784，成绩：
87.6， 考试时间：2017 年 11 月 25
日，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杨静报到证：20171053
2102332 遗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宁乡市巷子口镇仙龙潭村易志
阳夫妇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在吉
首拾捡一女婴， 无随身携带物
品，希望婴儿亲生父母见此公告
后，于 60 日内联系认领事宜，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 联系人：易志阳
电话：18175111235

◆中南大学 2019 届毕业生罗静
遗失报到证 201910533102984,声
明作废。
◆颜嘉崎（父亲：王俭涛，母亲：颜
小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1039290，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 2019 级硕士研
究生夏亚玲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910542100795，声明作废。
◆谢峰遗失武警警官证， 证号武
字第 03623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民惠新能源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衡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呆鹰岭支行开户许可证：
J5540005007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公安局东山派出所于
2014 年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 一份， 编号为
142969006，金额为 30000 元，特
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中谦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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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燕，
电话：18975445656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 15 时在湖南航天磁电
有限责任公司 1 号栋 3 楼会议
室拍卖废旧设备物资一批，主要
包括球磨机、磨床、模具、电脑、
空调、液压机、空压机、电子天
平、手推液压叉车等，共计 342
项，分包成 4个拍卖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详见拍卖资料。 合格竞
买人应是注册资本 30 万元且成
立叁年以上的企业法人。有意竞
买者请于展示期 7 月 22-23 日
17 时前携有效证件及保证金 2
万元进账单（须是从公司基本账
户转出）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报
名的同时需提交密封报价承诺
函，拍卖前将按由高到低的原则
确定报价前 10名的企业方可取

◆李方正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82
119801129003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嘉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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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君，联系电话：13627346555

得竞买资格。展示期内在标的存
放地公开展示。详情请关注微信
公众号(xgqn-cs)了解。 竞买保
证金户名：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招商银行长沙岳麓
支行；账号：731907544810666

报名地址： 岳麓大道 89 号麓江
春 1栋 1904 室
联系人：黄 15575828858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17 日

本报7月16日讯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段从
永定门直抵鸟巢的“大脚印”
焰火表演掀起开幕式的高潮，
让观众为之惊叹。7月16日至
18日，“2020年世界烟花大
会·长沙精品烟花产业博览
会”在湘赣两省的长沙市和上
栗县举行，长沙市民将可以近
距离观看到北京奥运会“大脚
印”焰火的燃放设备，该设备
首次对外进行展览。

本次展会由中国日用杂
品流通协会、中国烟花爆竹协
会、长沙市人民政府、株洲市
人民政府、萍乡市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主题是“世界烟花、点
亮梦想”。展会为期三天，共有
六大主题活动， 分别是7月16
日在长沙举办的全球精品烟
花产业精英和全球精品烟花
领军企业颁奖盛典，7月17日
在长沙举办的开幕式、精品烟
花展览会、世界烟花高质量发
展论坛，7月17日在萍乡市上
栗县举办的创意焰火汇演，7
月18日在长沙举办的烟花贸
易订货会。

据了解，17日的开幕式以
及精品烟花展览会均在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有300多
家烟花企业参展，其中就包括
北京奥运会“大脚印”焰火燃放
设备，市民可以免费前往观展。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张意

本报7月16日讯 劳斯莱斯
库里南跟长安小车撞一块了，修
车费估计要超过200万，这事故怎
么赔？（详见本报7月6日A06版）

今天上午， 长沙交警下达了
该事故的交通事故认定书。

根据认定书，7月 5日下午
2:03，33岁的长沙人周某甲驾驶
湘AD72**号长安小车搭乘周某
乙， 在开福区福元路朝正美苑小
区路段越中心双黄线由东往南左
转弯， 遇安化人陈某婷驾驶临时
牌照的劳斯莱斯库里南沿福元路
由西往东行驶， 劳斯莱斯车头与
长安车右侧相碰撞， 导致长安车
侧翻，造成周某乙受伤、两车受损
的交通事故。

经鉴定，事故发生时，长安车
时速约34公里，劳斯莱斯时速76
公里左右。开福交警大队认定：在
此次事故中， 长安车驾驶员周某
甲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及转弯时超
过规定速度，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 承担此交通事故的主要责
任。 而陈某婷驾车操作不当及超
速行驶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负次要责任。 乘车人周某乙无违
法行为，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

当日上午， 双方当事人签收
领取了认定书， 均表示对责任认
定无异议。

长沙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起事故损失的赔偿比例，由事故
当事人协商或法院判定。在事故责
任认定下达后，交警可在各方同时
书面申请下，主持民事调解。岳麓
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卿斌认
为：“如果事故双方都是机动车，交
警部门划定双方分别为主、 次责
任，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下，司法实
践中计算损失时一般会按三七或
四六比例进行责任划分。”

■记者 虢灿

7月16日是2020年的三伏天第一天。湖南人把入伏
称作起伏，虽然眼下的气温还没有达到顶峰，但热量、光
线都已经聚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开始。

这一天， 长沙老口子们都习惯吃上一道路边荆老姜
煨叫鸡：经过长时间煨制的鸡肉带来独有氤氲的香气，用
筷子一夹骨肉便可轻松分离； 从紫砂煲中舀出一碗清澈
的鸡汤，下肚，食客们微微出汗，再惬意不
过了。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丁子琦

“18元一斤，正宗的乡里
谷物鸡。”早上8点，在学宫街
25号铺面， 摊主麻利地从铁
笼中取出活鸡，向顾客展示；
铺面里的加工区域，5名戴着
乳胶手套的店员自发形成流
水线，分别负责活鸡脱毛、宰
杀、袋装切块等工作。三湘都
市报记者注意到， 尽管一只
活鸡的处理时间不过 10分
钟，但因购买者众多，消费者

从付款到提货离开， 需等待
近1小时。

摊主一边擦着额头上豆
大的汗珠一边说， 按照往年
的经验， 提前一个月便找农
场订购了600只未开嗓的叫
鸡，“早上6点开门忙到现在，
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忙得很。
昨天给饭店送了一部分，看
今天的势头，剩下的300多只
叫鸡应该能卖完。”

18元一斤的鸡卖得俏

或许是因为长沙人“好
吃”和气候潮湿的特点，所以
头伏天吃叫鸡这个习俗一直
被延续下来。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发现，叫鸡的好搭档路边
荆(一种中草药，又称六月雪)
零售价也应声上涨。

“要路边荆吗？很新鲜的，
刚刚那个爹爹买走了6把，这
是要炖一大锅呀！” 在四方坪
商贸城内，摊主黄大姐笑着告
诉记者，“今天早上进了30多
把路边荆， 现在就只剩下4把
了，根本不愁卖嘞。”

“贵点也没关系， 头伏吃
叫鸡不仅去寒气，也难得把崽
女喊回来吃顿饭嘞。” 蹲在路
边挑选路边荆的周娭毑说，昨
日卖5元两把的路边荆， 今天
普遍都要三四元一把。

此外，不少饭店还推出了
“伏天限定”菜，味上湘菜馆、
湘妈老坛剁椒鱼头纷纷推出
了路边荆炒鸡； 南景饭店、友
友饭店、田趣园本味菜馆等也
在外卖平台上架此菜，“厨房
小白”们在头伏也可以好好享
受传统菜肴了。

调查 路边荆售价随鸡上涨

记者搜寻了坊间关于“伏
鸡”地道做法。首先，将路边荆
洗净切段， 加入开水熬煮30分
钟。随后，选购一只重约2斤的
叫鸡剁成块备用， 热锅热油放
入适量姜片煸炒出香味， 把鸡
块放入，加盐、干辣椒、蒜等调
料继续煸炒。最后，将熬好的路
边荆的汁水淋在叫鸡上， 盖上
锅盖，用小火慢煨，煨至汤汁渐
干时， 满屋飘香， 便可装盘食
用。路边荆能起到清热解毒、散
寒、强健筋骨、祛风湿的作用,
帮助人们增强身体抵抗力。

鸡做好了，吃法也很有讲

究， 老长沙黄先生告诉记者，
按照老一辈的要求，吃路边荆
煨鸡时最好穿长袖衣长裤，吃
得大汗淋漓效果最好，“人体
湿寒之气要通过汗液排出，当
然也要注意通风，不然屋内太
闷了也容易中暑。”

此外，长沙地方史研究专
家陈先枢介绍，起伏除了吃叫
鸡，长沙人还有吃姜、喝路边
荆煮水、贴三伏贴、喝凉茶等
习俗。以喝凉茶为例，最地道
的方子是把车前草、 淡竹叶、
菊花和麦冬等4种中药材一起
熬煮。

叫鸡加路边荆，祛湿散寒

事故责任认定来了：
长安车负主责，劳斯莱斯负次责

“大脚印”焰火
燃放设备来长展览

民警介绍，在此事故中，周某
甲驾车越中心双黄线左转，属于违
反了禁止标线指示通行的违法行
为，是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该违
法行为在道路上多发，主要体现在
路口越实线变更车道和在中心单、
双实线路段越线左转或掉头。

近期， 长沙交警加大了对机
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的查
处力度。据统计，今年5月份以来，
长沙交警共查处机动车违反禁止
标线指示通行的违法59814起，查
处数仅次于机动车违停， 在全部
交通违法中排名第二位。

链接

违反禁止标线通行是
长沙排第二位交通违法

7月16日，
长沙市开福区
四方坪商贸城
内，市民正在购
买活鸡。
记者 黄亚苹摄

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