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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负债10.8亿，新一佳开始破产清算》后续 雨花区打造
餐饮示范街

本报10月26日讯 外出就
餐时在哪吃才绿色安全？ 这个
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长沙市雨
花区五江天街严格把关食材来
源，让这里成为了“吃货”的聚
集地， 打造全区首条食品安全
和绿色环保餐饮示范街。

雨花区食药监局负责人介
绍， 市场管理方会不定期对商
家的进货渠道等情况进行抽
查， 每月评比经营品质优秀的
商户，并给予相应奖励。食药监
部门也会不定期进行食品安全
培训，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 要求商户做到“六个统
一”。此外，雨花区环保部门全面
督促街区餐饮商户安装油烟净
化系统，并对商户建立一对一在
线油烟监测平台，发现问题立即
要求整改。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文美

本报10月26日讯 8月，
负债10.8亿元的新一佳开始破
产清算（详见本报8月19日
A07版），过去两个月，已有不
少供货商、银行、顾客向破产
清算管理人申报债权。记者今
天获悉，距离债权申报截止日
期仅剩不到一个月，但目前仍
有部分银行、商铺负责人以及
持有新一佳消费卡的顾客没
有前来申报债权。

7月， 长沙中院确认湖南
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账面资产虽然大于负债，因资
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
现等原因， 无法清偿债务，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出现破产
原因，依法裁定受理98位申请
人对湖南省新一佳公司的破
产申请。经长沙市中院评审小
组遴选和摇号，依法指定株洲
惟楚企业破产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
务所为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
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长沙中院发布的公

告，“湖南省新一佳” 债权人应
当在今年9月25日至11月25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8月， 破产管理人进场接管
新一佳，随后开始对申报债权进
行登记。过去两个多月里，已经
有多家企业、个人申报了债权。

新一佳破产清算管理人综
合事务负责人邝媛介绍， 根据
法律规定，债权人没有在法院确
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
对其补充分配。而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
报人承担。如果债权人未依法申
报债权，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邝媛说， 目前还有一些银
行、租赁户、供货商没有申报债
权， 但是这部分人都能通过电
话联系， 而新一佳消费卡是不
记名发放， 目前并不了解有多
少人没有前来申报。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洋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今
日从浏阳市城管局获悉，60台
类似于飞机“黑匣子”的4G高清
执法记录仪正式上岗，与传统的
执法记录仪不同，它所记录下的
视频数据不能删改，就算火烧水
浸也不能消除数据。

这款具备摄像、录音、拍照
和对讲功能的执法记录仪只有
烟盒大小，正面配备一个高清摄
像头，镜头下方为录音口，利用
4G网络还可以实现点对点对讲
通话。录像后，城管队员可通过
记录仪背面的液晶显示屏回放
记录。 为确保记录的影像真实，
记录仪软件系统对执法人员设
置了管理权限，执法人员只能查

看摄录内容， 但无法进行删改、
编辑等操作。

“这款记录仪最大的特点，
在于它的数据安全性更高。”技
术人员介绍说，4G高清执法记
录仪与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
所记录的数据无法删除，就算被
火烧水浸，数据依然能够完整保
存。

浏阳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按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在
执法活动中，要全程同步不间断
记录，录制过程应当自执法人员
执法办案时开始，至执法办案结
束时止。执法记录信息保存期限
一般为三个月，重要信息应当长
期保存。 ■记者 李成辉

本报10月26日讯 你虽有
驾照在手， 却可能失去驾驶资
格了。 长沙市交警支队今天通
报， 长沙交警对全市重点驾驶
人的驾驶证状态进行了全面清
理检查。 据统计， 截至10月20
日， 全市共有5523名持有A、B
驾驶证的驾驶人存在驾驶证状
态异常，暂时失去驾驶资格。民
警提醒， 驾驶证逾期未检验驾
车上路将被查处， 发生事故将
无法理赔， 还可能被注销最高
准驾资格。

长沙市交警支队车管所远
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卫山介
绍， 驾驶证状态异常的5523名
重点驾驶人中， 逾期未审验
3847人， 注销可恢复1407人，
逾期未换证269人。“重点驾驶
人状态异常是由于部分重点驾
驶人疏忽大意， 忘记驾驶证有
效期时间，导致未按时换证；还
有部分交通违法行为或者交通
事故未处理完毕、 身体条件不
符合驾驶许可条件、 未按照规
定参加学习、 教育和考试；此
外， 个别重点驾驶人驾驶证记
分超过12分， 面临驾驶证降级
而未及时办理。” 张卫山说，大
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驾驶人应
该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
天内， 到公安交管部门接受审
验。 但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
记分记录的， 免予本记分周期
的审验。审验时，驾驶人应当填
表如实申报身体条件， 不需要
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
证明。

张卫山提醒， 逾期未换证
超过一年， 要参加考科目一考
试， 考试合格后才可恢复驾驶
资格； 逾期未换证超过三年驾
驶证将被注销。 如果没有驾驶
大中型客货车需求的， 驾驶人
可以主动申请降为小型汽车驾
驶证， 避免因逾期未审验受到
相关的处罚。

对于驾驶证非正常状态的
驾驶人， 长沙交警会分别给驾
驶人短信提醒并电话督办。不
在长沙本地的驾驶人也可以异
地办理驾驶证审验。 驾驶人可
通过“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平台
及时关注自身驾驶证状态，同
时确保在车管部门留存联系电
话正确， 便于及时收到业务短
信提醒。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洋

注意了！长沙5523本驾证状态异常
交警提醒：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驾驶证状态，异地可办理驾驶证审验

邓有根 4301231971****2158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阳伟良 4302211970****7538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闻 国 3728331977****2135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王欢春 4325221984****3732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刘 博 4306031992****0513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谭宗友 4312231983****6038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皮佑连 4323021965****8436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廖卫明 4309021990****4591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刘爱石 4307251977****7275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钱泽龙 4305241985****0355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彭英波 4331271970****8015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交警总队获悉， 省交警
总队联动各市州公安局交警支
队曝光了一批9月份被终生禁

驾人员名单和主体责任不落实
运输企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实习生 梅国飞

全省曝光9月份终生禁驾人员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姓名 驾驶证号 吊销原因

浏阳城管60台“黑匣子”上岗

手里还有新一佳购物卡吗
赶快去申请退款吧
申报债权只剩不到一个月

邝媛提醒需要申报债权的
个人和单位， 需递交身份证明
文件以及证据资料。 债权人为
法人或非法人机构的， 应提供
申报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 应提供个
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
申报的， 同时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
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以上资料
需验原件）。邝媛特别提醒持有
消费卡的顾客， 申报债权需要
带上新一佳消费卡、 身份证明
及同一人名下的银行卡， 以便
后期打款。

债权申报地址： 长沙市开
福区华夏路97号， 联系方式：
0731-84210411、84212411，
申报时间：工作日9:00-12:00，
14:00-17:00。

申报债权需带齐资料提醒

10月26日，青年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包饺子。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南华大学医学院的青
年志愿者走进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敬老院，为这里的老人们举行文艺演出，并一起包饺子、
聊家常，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曹正平 李红颖 摄影报道

包饺子
迎重阳

第五届英国精品
购物节长沙开启

本报10月26日讯 10月26
日至30日， 第五届英国精品购
物节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国际商
品展示贸易中心举行。

目前，英国精品购物节已在
长沙成功举办两届，今年的购物
节将延续去年的模式，旨在把长
沙消费者心中的“高品质”和“英
国精品”联系起来，让长沙市民
“一站式” 体验来自英国的吃穿
住行各领域的品牌文化。现场共
有50个英国本土品牌参展，展品
类别近20种。此外，英中企业商
贸对接会让中英企业现场交流，
促进产销对接。

同时， 长沙高桥大市场国
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的11个国
际商品展示馆， 来自46个国家
的数千种商品也同步在现场展
示销售。 ■记者 杨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