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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记者 雷昕 通讯员 文飞 邓彪 罗伟洪

“以前的公交车是柴油车，在站台等车的
时候，总能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出门公交
车不是首选；现在换了新能源电动车，不仅
车内的环境更好了，电动车对环境也是‘零
污染’”。 我们老百姓公交出行的幸福感大大
提升了。 ”9月 15日，在邵东高铁公交站等
车的李女士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邵东市财政累
计投入 5663 万元，淘汰了老旧公交车 86
台， 老旧农村班车 97 台， 新购客车 237
台， 建成 8 个充电场和 76 个充电桩，建
设高标准公交候车站台 325 座。 目前营
运的 336 台农村客车 、168 台城区公交
车、30 台城际公交安全舒适。 环保新能
源电动班车正阔步迈向广大农村。

邵东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办
经理李志君说 ：“公司 2016 年开始换新
能源汽车 ，每台政府补贴 15 万元 ，到现
在有 86 台柴油车换成了 168 台新能源
车。 不仅乘客的舒适度提高了，司机也反
映新能源公交车操作更简单， 工作更轻
松。 公共交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

投入。 ”
在赶集日， 乡镇百姓坐农村班车赶

集进城，贩卖自家的农副产品。 以前在赶
集日， 村民们提着大包小包挤上拥挤

又破旧的班车 ，超员超载是常事 。
为提升车辆安全性能， 邵东市持续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通过收购淘汰陈旧
车辆、 奖补以旧换新等举措引导企业淘

汰更新老旧客车， 方便群众安全快捷出
行。 市财政投入 501 万元，收购淘汰了老
旧车 35 台 ，购买新车 39 台 （其中 19 台
为纯电动车），对 200 余台农村客运车辆
的安全带和安全设施“五小件”进行维护
和更换。

“现在农村的班车都是一人一座，上
车必须系好安全带， 不存在超载超员的
情况。 ”邵东市天庆汽车客运公司的班车
司机陈坤明说。 “从方便群众出行、保障
交通安全考虑，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推
行城乡公交一体化， 将有安全隐患的农
村客运专线全部改造。 ”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何胜明告诉记者。

在顽瘴痼疾的工作整治中， 邵东市
公安局专门成立 8 人的执法行动安全保
障组， 对在行动期间不配合甚至暴力抗
法的行为依法打击。 市交警大队对交通
事故频发的路段进行剖析。 交通运输局、
道路服务中心积极摸排道路安全隐患 ，
加强客运企业管理。 有效整治了客危车
辆隐患较大、超限超载屡禁不止、非法营
运现象突出等七类交通顽瘴痼疾。 交通
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群众出行更加
安全便捷。

乡路安全畅通展新颜
邵东大力推行农村新能源公交车

新能源公交车。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谊铭清洁服务中心遗失株洲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天元分局 2010 年 5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11600061546声明作废。

免责声明
本公司湖南恒格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MA4L2KP244）郑重对外声明：公司没有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分行）之间存
在任何战略合作关系和产品代销。 任何人以各种虚假图
片、文件、公章等在外从事经营活动，与此产生的相关的经
济纠纷、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单位无关。 特此声明！

湖南恒格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遗失声明
益阳华兴福利节能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杨晰晰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 0807296 号，声

明作废。
张佑榕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就业协议书， 编号

1201266100532，声明作废。
望城县景天物业有限公司遗失由望城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二 0 一 0 年十月二十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2000021116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陈文峰 （身份证号：430181198005231079）2019
年遗失材料员证，证号：1111111111，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现 有 自 卸 货 车 ： 湘 CZ0933， 车 架 号 ：

LJ13R4DH3D3308113 发动机号 ：1613H132967。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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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两台车道路运输营运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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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润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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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顽瘴痼疾
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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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一传统，我们聘请专家将交
通安全宣传内容编成朗朗上口的短语 ，
培养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防火意识一
样重要。 目前我们村已连续 40 年未发生
亡人交通事故。 ”

中步村的打更老人杨进举坚持这一
举措 20 多年 ，每当夜幕降临，杨进举各
村喊寨提示。 如今，这一面铜锣已经传承
到了下一代手中。

“寨佬”当交通安全劝导员
“大树护村、老人管寨”是侗乡的千

年信奉和传承。 寨佬是侗寨自然形成的
权威首领， 是村民中最有威望的人。 请
“寨佬”在村口当交通安全劝导员 ，效果
事半功倍。

“你怎么穿拖鞋骑摩托车？ 这样很不
安全。 ”中步村的交通劝导员杨进余，拦
住了一位正要进村的村民。 “出门的时候
太着急了，忘记换鞋了，下次一定注意。 ”
被拦的村民虚心接受了劝导。

“安全劝导员自 2014 年起就有了 ，
在赶集日 ，劝导不戴头盔 、无牌无证、超
载超员等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杨进余介
绍， 安全劝导员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提
醒，提高村民的安全意识。 村民的安全意
识提高了， 交通违法行为就能得到有效
控制，交通事故数量也会大大降低。

同时 ，在通往坪寨村、双吉村 、大坪
村三个村的必经之路， 中步村村口设置
了共享头盔点。 骑摩托车忘记戴头盔的
村民，只需要登记就能借到一顶头盔。

杨树谊是中步村党支部第一副书
记，也是村里的寨佬，近年村民安全意识
的提高他耳濡目染。 “以前村民几乎没有
戴头盔的习惯， 现在骑摩托的基本都戴
头盔了，出门忘了都会借用共享头盔。 ”
杨树谊相信把好这道关，坪寨 、双吉 、大
坪三个村村民的安全意识都会提高。

“在我们侗乡，是无酒不成席。 为了
杜绝酒驾 、醉驾 ，现在每逢红白喜事 ，寨
佬就在开席前要求大家驾车不喝酒 ，酒

后不开车。 散席后劝导大家不要坐拖拉
机、火三轮等安全无保障的车，宴席人流
聚集，宣传效果也不错。 ”杨树谊说。

中步村从 2004 年开始推动交通安
全宣教活动走进鼓楼和公房， 利用寨佬
的威望和影响，在鼓楼进行宣讲警诫。 记
者来到村里的红白喜事中心， 看到墙上
写着交通安全侗款。 把交通宣传落实到
每一处， 就能把交通安全知识根植于每
一户。

严管严控排查安全隐患
通道地处山区，山路坡多路陡、线长

路窄， 村民出村赶集的出行方式大多是
靠摩托车， 全县 55600 余台机动车里有
80%是摩托车。 骑摩托车不戴头盔、搭乘
多人、 超速行驶等农村交通违法行为曾
经禁而不绝，安全隐患多、管理难度大。

为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村道路交通
管理难题。 村支两委定期开展辖区重点
路段、事故多发地点安全隐患排查，对能
力范围内的隐患问题直接紧急处理。 对
路面小面积深度沉陷等解决不了的问

题，设立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行
车安全，及时向乡政府交管站上报位置、
照片等相关信息， 确保道路尽快得到完
善修复。

村辅警和交通劝导员对全村的驾驶
员、机动车进行排查登记，建立信息管理
台账，提醒村民及时对车辆申请检审，督
促农用车辆驾驶人办理车辆牌证、 驾驶
证业务,杜绝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行驶, 对

达到报废年限农用车辆一律上报予以强
制报废，减少事故隐患，做到“病车”不上
路、路上无“病车”。

自 2018 年 9 月 5 日起， 通道县 152
个行政村均设立了交通劝导站， 对不守
交通规则的村民劝导、督促。 交通安全劝
导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路况熟”的优
势，在赶集日、重大活动、传统节庆和婚
丧嫁娶集中时段、地点，劝说群众不要乘
坐火三轮、拖拉机等安全无保障车辆。 教
育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不违法载客、不
违法驾驶，纠正和制止面包车超员、摩托
车不戴安全头盔、涉牌涉证、酒驾等交通
违法行为， 对于不听从劝告的交通安全
违法人员， 及时通报派出所或乡政府交
管站进行查处。

吴永春的《交通安全琵琶歌》吸引了许多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