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中的肖典龙（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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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森活家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劳动东路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核发日期：2019 年 10 月 29 日，
许可证编号：JY14301110488154，声明作废。

何海莲遗失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住房首
付款收据，金额 844460 元，编号 2742926, 以及代办费
收据，金额 870 元，编号 2742918，以上两张收据声明作
废。

长沙市晟峰眼镜有限公司遗失长沙裕田奥特莱斯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开具的店铺收银电脑押金收
据，金额 20000 万，声明作废。

曹杰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431081199902093497，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
已失效。 特此声明。

本人韩月身份证遗失，证号：131126199512160025，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
声明。

李念恩（父：李胜阳，母：胡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548834，声明作废。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齐果
实习生 余毓华 欧阳如珂

随着 3 月 1 日 《湖南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群众对于“驾驶、乘
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 的规定纷纷点赞。 但近期有网友反
映，共享电动自行车头盔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类型头盔的质量严重影响骑行安全
与舒适度。 本报记者来到湖南长沙街头，
对头盔进行了佩戴体验，并就共享电动自行
车头盔使用感受对使用者进行了采访。

记者在 3 个街头电动自行车停放处

调查取样， 发现不同共享电动自行车商
家配备的头盔都不尽相同。 根据现场观
察，每 10 辆车里就有 2-3 辆配备的是无
缓冲层的空壳头盔，有些明确标出了“不
能作为行车或运动头盔选用”，有些则根
本无质检标识，记者发现其中标识为“喵
走出行” 的电动自行车配备的头盔外观
看上去类似专业骑行头盔， 但其内层为
泡沫， 泡沫外面有一层喷塑漆， 质感很
轻，戴在头上没有重压感，这种材质是否
可以在交通事故中承受压力保护使用者
头部不受或减少损伤，有待商榷。

记者还发现， 多数头盔采用塑胶弹

簧绳式的可伸缩防盗绳与电动车车头连
接， 少部分的头盔防盗绳为不可伸缩的
钢丝绳。 可伸缩式防盗绳在一定程度上
为不同身高、体型的使用者提供了便利，
但没法避免防盗绳给头部带来的拉伸
感。 有使用者为记者分析了这种设计的
不合理性： 头盔与电动自行车不可分割
的拖拽特性，当遇险时，降低了弃车避险
的可能性， 还可能在安全事故中对使用
者造成二次人身伤害。

除此之外， 头盔的维护也是不容小
觑的问题。 电动自行车大多露天摆放，放
在前置车筐里的头盔风吹雨淋。 很多头

盔里都有积水、落叶等，严重影响了使用
的舒适度。 更有甚者，个别电动自行车只
剩下了头盔防盗绳，头盔已不见踪影。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头盔乱象 ，有
关管理部门是否了解， 有什么措施加以
改善， 车辆提供单位又将如何看待和处
置这些问题？ 请继续关注“法眼直击”后
续报道。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陈思

从警 13 年来，怀化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三大队大队长肖典龙仍保持着军人习
性和高度的责任心， 在平凡的岗位上将
每一件关乎百姓的事做到极致。 近日，被
评为全国 1 月“平安之星”的肖典龙接受
了《法制周报》的采访。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在成为一名特警前，50 岁的肖典龙

曾是一名服役 16 年的优秀武警，他曾以
精湛的射击技术， 远距离击中一名身绑
炸药、手持杀猪刀劫持女友的男子手臂，
成功解救人质， 也曾经多次不顾安危参
与抗洪抢险，帮助老百姓灾后重建。

2006 年 10 月，刚转业的肖典龙加入
怀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筹建工作当中 。
从此 ，肖典龙一干就是 13 年 ，他不是冲
锋在每一个急难险重突发事件的现场 ，
就是泡在办公室加班……。

2008 年 9 月 5 日， 湘西福大公司资
金链断裂， 引发挤兑风潮并迅速波及其
他集资企业， 数千名受害者围堵吉首火
车站，造成交通堵塞和火车延误，严重影
响焦柳线铁路运行， 上级要求距离湘西
较近的怀化立即派特警增援。

带着荷枪实弹的 30 名特警，肖典龙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湘西。 火车站的月
台和铁轨被情绪激动的受害者围堵得水
泄不通，还有受害者向民警投掷石块，现
场混乱不堪。 而两个半小时后，一趟列车
将通过铁轨。

他迅速观察了在场闹事的受害者 ，
心里开始默默排兵布阵， 如何安全疏散
人群、保护特警、民警不受伤等等 ，一切
可能引发事故的因素，都要考虑清楚。

设计好队形后，肖典龙带头，带着特
警们在漫天飞舞的道石中举着盾牌前
进，一边朝受害者们喊话，一边有序疏散
人群……

半小时后，受害者群体安全疏散。 当
疾驰的火车顺利通过， 所有人都松了一
口气。 这一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置，未
发生人员伤亡。

留置看护零事故零差错
“责任”这个词几乎贯穿了肖典龙的

整个特警生涯。2009 年，乌鲁木齐发生震
惊中外的暴恐犯罪， 怀化特警被公安部
紧急抽调增援，肖典龙奔赴乌鲁木齐，和
全国各地抽调来的特警一起维护当地生
活生产秩序。 在乌鲁木齐的 7 个月里，除
了要面对随处可能出现的暴恐威胁 ，每
天还得穿着沉重盔甲服， 戴着不透气的
防爆盔，步行巡逻 20 公里。 这段日子，肖
典龙并不觉得苦累 ，“老百姓需要我们 ，
这是我的责任”。

2018 年 2 月，根据省纪委监委、省公
安厅等的部署， 怀化特警支队开始配合
市纪委监委开展留置看护任务。

留置看护工作兼具政治性、 保密性
和安全性。 61 天里，肖典龙跑遍人社局、
市局政治部、市看守所、戒毒所等，办手
续、学习监管知识 、起草完善 《特警支队
留置看护工作手册》等、招录培训 280 名
看护辅警队员……直到 4 月 4 日正式上
岗带队执行留置看护任务， 他只在除夕
夜陪家人吃了一顿年夜饭。

两年多来， 怀化的留置看护工作取
得了“零事故 、零差错 ”的优秀成绩 ，怀
化市留置看护场所被中纪委、国家监委、
省纪委监委指定办理相关重大案件。

2017 年 5 月，特警支队应用“天网工
程”，对城区范围内的网上在逃人员开展
追捕。 长达 3 个月的酷暑时节，肖典龙跑

遍怀化城区所有安装监控摄像头的监控
区域 ， 经常顶着烈日蹲在地上画地图 ，
“这样才能熟悉探头与探头之间的距离，
第一时间知道嫌疑人往哪儿跑了”。

在 他 的 带 领 下 ，3
年间， 特警支队共抓获
各类网上在逃人员 480
人，三大队抓获 247 人，
平均每 4 天半就抓获 1
名网上在逃人员。

“这么危险的地方，
就该我去”
多年奋战在一线 ，

肖典龙深知特 警 的 苦
累，主动承担更多职责。
2020 年 2 月下旬 ，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 怀化全
市抗疫物资紧缺， 需要
派人前往湖北黄冈———
全国抗疫物资的中转站
收取抗疫物资。

这种关键时刻去疫
情的风暴眼， 意味着要
承担随时可能被感染的
风险。 肖典龙第一个请
战，“我年纪大了， 这么
危险的地方，就该我去。

年轻人就在队里执勤好了”。
“说不担心，那是假的。 ”在湖北的 5

天里，肖典龙每天都把防护措施做到位，
语气轻松地向家人报平安。

终于 ， 这批为当时的怀化供应了
90%消毒剂的抗疫物资安全抵达，肖典龙
也住进了隔离点。

疫情期间，肖典龙带队奔赴湖北、河
南、浙江、广东及长沙等地，押送回怀化
全市 60%的抗疫物资，累计行程 6000 余
公里。

“对我们 ，他总是身先士卒 、以身作
则。 ”怀化市特警支队三大队中队长周培
说，2013 年， 自己刚通过招考进入特警
队，新人要求体测训练跑步，肖典龙就陪
着 20 多个新入职的特警一遍遍跑 ，“那
一天，他最少跑了十几公里”。 在同事们
的眼里， 肖典龙就是这样一位亲切的老
大哥。军旅生涯中，肖典龙多次荣立个人
二等功、 三等功、“湖南省武警总队优秀
基层带兵干部”等多项荣誉。 从警后，更
多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三等功等， 获评
“怀化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奥
运安保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带领的
怀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三大队， 被公安
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被评为全省巡特警
工作先进单位。

长沙共享电动自行车头盔乱象调查
有的是“空壳”，有的无质检标识，市民反映使用舒适度差

将每一件关乎百姓的事做到极致
———记全国“平安之星”、怀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肖典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