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州新闻本报新闻热线 _0731-84802117
编辑 /陈佳婧 美编 /王诚杰 2022年 06月 23日06

关于处理益阳高速公路涉案车辆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现将我支队 11 台涉案车辆对社会进行公告(公告期 6 个月)。 请下列涉

案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前，携带涉案车辆的合法手续、证明，到违法(事故)发生地管辖大队接受处理。 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将对涉案车辆依法处理。
附件：涉案车辆统计表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益阳支队
2022�年 6月 23日

单位
高警局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邓石桥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沅江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沅江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桃江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

高警局益阳支队朝阳大队

案由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拖拉机、营运载客汽车以外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拖拉机、营运载客汽车以外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注销后）驾驶摩托车、拖拉机、营
运载客汽车以外的机动车的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注
销后）驾驶摩托、拖拉机、营运载客汽车以外的机动车的，
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拖拉机、营运载客汽车以外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
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被注
销后)驾驶摩托车、拖拉机、营运载客汽车以外的机动车的
未放置保险标志

无证驾驶、驾驶报废车上道路行驶、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

凭证编号
435903360000665

435903360001259

435903360000779
435903360001160
�
435906360000046

435906360000044

435902360000929

435901360001402
435901360001166

435901360001614

435901360000741

违法（事故）时间
2020年 11月 5日

2021年 1月 20日

2020年 9月 24日
2021年 4月 24日

2020年 11月 8日

2020年 9月 7日

2021年 3月 27日

2020年 6月 5日
2020年 5月 1日

2021年 5月 30日

2020年 12月 10日

违法（事故）地点
平 江 - 洞 口 高 速 公 路
183km+200m（收费站出口）
华 容—常 宁 高 速 公 路 东 往 西
148km+200m
华容—常宁高速公路 148km
华容—常宁高速公路 148km
华容—常宁高速公路 80km 草尾
收费站

华容—常宁高速公路 80km+100m

平 江—洞 口 高 速 公 路
209km+500m
长张高速西往东 50公里 +85米
长沙—张家界高速公路东往西
66km+480m
长沙—张家界高速公路东往西
76km+100m
长沙—张家界高速公路西往东
75km+500m

号牌
湘 A8588A

桂MP1775

湘 H9E692
湘 J3WQ58

湘 ATU072

湘 AQ02F8

湘 HA5733

湘 H9E993
贵 DTY255

鄂 HJY690

苏 A8BK85

品牌型号
锋范牌

日产风度

福田牌
比亚迪牌

奇瑞

松花江牌

比亚迪

北京现代
江淮牌

吉利牌

本田思域

车身颜色
黑色

黑色

红色
黑色

灰色

灰色

黑色

灰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车架号
LHGGM265592063054

JN1CAUA32U0077301

LVBV3PBB3EJ022986
LGXC16AF290254440�

LVVDC11BX9D409035

LKHGN1AH9AAR11630

LGXC16DF680149135

LBEPCCAH45X222015
�LJ16AK23794403470

LB37744Z3CX028368

LVHFA1614B5035233

发动机号
*263055

�
*32781A

*004970�
*BN8582

�
AF9L10056

0404610-H3

4L8BJ0698

387196
001175

D00371

035214

驾驶人
蒋武刚

张镇彬

夏峰
郭文

魏先辉

张少良

薛思

徐双喜
吴文彬

王玲

肖为政

所有人
邓建军

张镇彬

夏峰
钟毅权

魏小龙

韩球芝

薛信仁

徐双喜
吴文彬

王玲

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让禁毒防毒深入人心
长沙市“我为禁毒发声”禁毒演讲比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
者 杜巧巧 通讯员 刘思言 ）6 月
22 日， 由长沙市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 长沙市社会禁毒协会主办，长
沙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2022 年长
沙市“我为禁毒发声 ”禁毒演讲比
赛总决赛， 在长沙实验剧场举行。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市禁毒委
常务副主任刘新良，湖南省禁毒办
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
队长赵江文等领导出席活动。

今年 3 月，“我为禁毒发声”禁
毒演讲比赛正式启动，经过层层选
拔， 共 10 人从 400 余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入围总决赛。 总决赛中，10
名选手用奋进的激情和铿锵的语
言， 讲述了身边防毒的感人故事、
禁毒工作成效以及戒毒成功的典
型事迹，讲出了社会各界人士在禁
毒事业上应尽的责任和担当，也讲
出了全民参与禁毒抵制毒品的坚
定决心，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逐，通过

评委现场综合评定，最终产生 1 等
奖 1 名，2 等奖两名，3 等奖 3 名。

据了解，长沙还将进行毒品集
中销毁、禁毒宣传进万家 、禁毒讲
堂等共计 10 项活动， 向全社会普
及宣传科学、全面 、客观的禁毒知
识，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全方位、全
谱系认知毒品种类 ， 防范毒品危
害，参与新时代禁毒斗争。

本报讯（通讯员 吴卫
群）6 月 21 日上午，省司法
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副
处长刘中满等一行 ,赴株洲
市天元区开展公共法律服
务及法律援助工作调研。株
洲市司法局副局长刘文清、
市公共法律服务科科长陈
小兵、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
任高洋、区司法局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一同调研。

一行人先后参观了天

元区法律援助中心、泰山路
司法所。 通过实地查看、现
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该
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的财政保障制度和法律援
助经费保障情况。省厅对天
元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寄予厚望 ：探索 《法律援
助法》中法律援助志愿者队
伍建设和业务扩展，加强法
律援助优秀案例的推荐和
宣传。

党风廉政教育现场教学效果好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加强民辅警廉洁自律意

识，6 月 15 日，常德桃花源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组织支部
党员，前往桃花源黄土坡村的常德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桃花源廉洁文化走廊，开展廉政教育现场教学活动。 全
体党员来到桃花源廉洁文化走廊，以黄土坡村悟廉园为
起点，先后参观黄土坡村紫荷园，核心景区的刘禹锡陋
室、渊明祠、方竹亭与汤家山村部等 6 个主要廉洁文化
展示点。 党员们赏莲、观莲、看廉文、观廉史、听廉音、思
廉、悟廉，沉浸在体验式“廉想”之旅中。

通讯员 李红君 张月

图片新闻

天元区公共法律服务
及法援工作获好评

“六单工作法”
破解部门履职瓶颈

“群众点单—社区报单—街
道跟单—部门接单—领导督单—
群众评单”的“六单工作法”，是近
年来首创于高坡街街道并在全区
推广的一项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围绕激活城市末梢， 辖区党
员干部、 志愿者主动贴近群众访
民情、听民意，延伸群众诉求收集
“神经末梢”，把群众意愿带上来，
并将群众反应的诉求和问题逐一
归类整理后上报街道。 街道全线
全程跟单、部门按时按责接单、领
导高标高效督单、 群众公开公正
评单，压实基层治理责任。

“通过‘六单工作法’，提高了
社区的办事效率， 压实了职能部
门的责任， 及时解决了老百姓的
急难愁盼问题，群众非常满意。 ”
高坡街社区主任邓璐说。

在 “六单工作法 ”中 ，联点区
级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街道干
部职工、社区党员等 4 方面力量，
在对标定位、聚集发力、联点互动
等方面发挥作用，环环相扣，畅通

各级各部门信息互通的通道 ，让
诉求收集更准，服务台账更清，治
理效能更高。 今年来，该街道共征
集民生实事 55 件， 完成 53 件，2
件正在办理中，办结率 96.3%。

“邻里夜话”
激活居民自治热情

今年 4 月 13 日，高坡街社区
佳旺小区“党群服务驿站”挂牌成
立， 这是该街道聚焦党建引领小
区 （片区 ）治理新模式 ，优选辖区
内的党员和楼栋长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打造“邻里夜话”升级版，让
“邻里夜话”有固定的场所和机构
来组织开展。 驿站成立以来，已自
主调处邻里纠纷 4 起。

“‘六单工作法 ’在解决群众
诉求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 但在
群众 “点单 ”中，大量需要群众自
身解决、非行政管理类诉求，难以
从街道或部门的权限去解决。 ”高
坡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利说 ，如
果这类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不
仅影响群众的满意度， 还有可能
引发新的矛盾。

如何破局？ 高坡街街道从正

在热播的《一代洪商》电视剧中找
到了解决的灵感。 “我们借鉴剧中
古商城行业商会自治的办法 ，通
过搭建 ‘邻里夜话 ’这个平台 ，引
导居民发挥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
己的事情。 ”张利说。

今年春节刚过不久，长岭界社区
牛头冲 11号 B栋一楼的李奶奶“点
单”了：自家厨房外的化粪池一到
下雨天就污水横流， 严重影响日
常生活，请求社区予以解决。

长岭界社区通过调查发现 ，
该化粪池是该栋住户的共有设
施。 对此，社区及时启动“邻里夜
话”议事程序，组织住户推选出牵
头人，两次商讨解决方案，由居民
自筹资金，居民自主选择施工方，
自主监工和验收，3 天内， 困扰多
年的化粪池堵塞问题迎刃而解 ，
李奶奶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邻里夜话 ’是 ‘六单工作
法’ 的重要补充， 成为了收集民
意、化解纠纷的前哨站。 ”长岭界
社区主任张艺雯说， 今年该社区
已召开 10 次“邻里夜话”，成功化
解居民矛盾 5 起。

(接 0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