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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住宅小区私家车违
法占用消防通道， 危及小区消防安全。12
月5日，益阳市公安消防支队联合公安、城
管、街道办等部门，对各住宅小区占用消
防车通道现象进行专项整治。

重点检查了各小区消防车通道设置
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消防车通道上是否存
在违章搭建屋棚、停放车辆、堆放杂物、设
置路障、铁柱、栅栏等固定障碍物，影响消
防车辆通行等违章违法行为。共发现在消
防车通道上私搭乱建、设置障碍物、车辆
占道等32处堵占“生命通道”的违章违法
行为，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依法拆
除违章搭建物、清除消防车通道上的车位
地锁、移除长期停放在消防车道上的“僵
尸车”，确保消防车通道能够正常通行。

■通讯员 陈灿 记者 张浩

我国彩票史上金额最
大、范围最广的双色球9亿
元派奖活动已于11月5日
(双色球第2016130期 )正
式拉开帷幕， 截至12月4
日， 派奖活动已进行十三
期， 共派出一等奖特别奖
奖金2亿元，六等奖特别奖
奖金3.63亿元。

派奖规则不能忘， 复式投
注很重要

本次派奖只针对《中
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规
则》 中第九条指出的三种
复式投注方式有效，即：

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
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
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
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
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
投注；

蓝色球号码复式： 是指
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
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
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
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

全复式： 是指从红色
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
上 (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
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
(含2个号码)， 组合为多注
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

大奖小奖一起派，9亿元加
奖等你来

本次派奖分别设立了
一等奖、 六等奖两个特别
奖，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
为4亿元，每期派奖2000万
元，由当期复式投注一等奖
按中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
奖金最高限额500万元；六
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为5亿
元，从本次派奖第一期开始
设立，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
投注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5
元派送固定奖金，奖金派完
即止，即活动期间，凡采用
复式投注中得的六等奖单
注奖金翻番， 从5元提升至
10元。 派奖奖金将从中国
福利彩票双色球调节基金
中支出。 ■左伊 经济信息

2017年品“大桥”味登黄鹤楼活动第三
季在长沙市民朋友的积极参与下圆满结束！

味好美(武汉)食品有限公司携手湖南
娱乐频道《我是大赢家》、《最佳拍档》活
动，向全长沙市民发布了品“大桥”味 登黄
鹤楼召集令。通过线下活动，共招募幸运
观众30名。这30名幸运观众分别带上一名
成人家属，共60人，分三个批次来味好美
（武汉）食品有限公司参观，并游玩“天下
江山第一楼”黄鹤楼。通过这样直观、有效
的参观味好美（武汉）公司的厂房、鸡膏车
间，让这60名来汉参观人员切身地感受了
大桥鸡精的优良品质，并在公司品尝到了
由大桥系列调味品做出来的美食。

品“大桥”味登黄鹤楼活动给长沙的
幸运观众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参观结束后
大家纷纷在自己的朋友圈及本次活动的
公共微信群里发表自己的感想。认为本次
活动开展得十分好，大家以后吃大桥鸡精
吃得放心、舒心，并且被味好美（武汉）公
司热情、周到的服务感动，真正体验到了
上帝般的感觉。也对味好美（武汉）公司表
示由衷的感谢。

2017年，大桥鸡精美味之旅将会成为
大家共同的美好记忆。2017年12月湖南娱
乐频道《我是大赢家》、《最佳拍档》线下活
动将会继续开展，敬请关注。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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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今天，
中共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
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娄底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娄底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
公诉， 李亿龙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
告 人 李 亿 龙 在 1998 年 至
2016年间， 利用其先后担任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区
长、 中共长沙市芙蓉区委书
记、中共浏阳市委书记、怀化
市人民政府市长、 中共怀化
市委书记、 中共衡阳市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多名
个人或单位在建设项目取得
及股权转让、 国有土地使用
权取得、建设工程项目承揽、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提拔或调
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于

2005年至2016年，直接或通
过其妻、 女非法收受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 965.3591万
元； 在2012年至2015年间，
利用职务便利， 以虚开发票
的方式将个人开支费用在中
共怀化市委办、 衡阳市委办
报销， 使用公款购买贵重物
品后非法占有， 共计折合人
民币145.847万元；在担任中
共怀化市委书记期间， 滥用
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和国家
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其财产、
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尚
有折合人民币5446.944957
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被告人李亿龙
的亲属以及各界群众50余人
旁听了案件审理。 庭审预计
持续2天。

■记者 虢灿

本报12月5日讯“一笔
货款拖了六年， 通过检察机
关跨越地域界线进行执法监
督，款项执行到位了。”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
获悉，该院帮上海一家中美合
资企业追回欠款46万余元。

6年前，上海某不锈钢有
限公司和长沙某电子集团公
司发生买卖合同货款纠纷。
不锈钢公司长期向电子集团
供应精密不锈钢制品。2010
年， 经对账发现电子集团拖
欠不锈钢公司货款合计27万
余元。2011年4月18日，上海
市闵行区法院判决电子集团
公司向不锈钢公司支付货
款， 并支付违约金、 利息和
15212元律师费。随后，判决
法院委托长沙市芙蓉区法院
代为执行。 因一直未执行到
位， 于2014年向长沙市芙蓉
区检察院申请执行监督。

在执行法官主持和检察
官的斡旋下，第二天，不锈钢
公司收到了法院转账的货款
本金27万余元。 但因欠款时
间过长，产生的利息、违约金
以及诉讼等费用， 电子集团
仍有款项未结清。 不锈钢公
司又向芙蓉区检察院申请执
行监督。今年10月，芙蓉区检
察院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
书， 接着又向双方当事人送
达了告知承办人姓名和法律
职务的通知书。 得知检察机
关又一次介入， 电子集团表
示愿意归还剩余的款项。
2017年11月7日， 双方签署
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
支付195000元，双方债权债
务全部结清。

近日， 电子集团向不锈
钢公司转账195000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永勇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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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4宗罪

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受贿案公开审理

芙蓉检察跨地域帮企业追回欠款

双色球9亿元派奖已过半，你复式投注了吗？
2017年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
活动第三季圆满收官

长沙14名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悉数落网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益阳专项整治消防通道

12月5日， 龙山
县境内多处大雾。龙
永高速公路红岩溪特
大桥在雾中若隐若
现，航拍车行桥上，似
腾云驾雾一般。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云上行车

本报12月5日讯 3年
多前， 宁乡市民刘某晚上
开车将路人撞死后没了音
讯，3年多后， 没有放弃的
专案组民警在刘某情人家
门口将其抓获。今天下午，
经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 宁乡市公安局对交通
肇事犯罪嫌疑人刘某执行
逮捕。至此，2017年长沙市
公安交警通过网上追逃的
14名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
悉数落网。

2014年1月 24日晚 ，
50岁的刘某开着小车在流
沙河镇将行人陈某当场撞
死， 宁乡县交警大队认定
刘某负此次事故全部责
任。两个月后，宁乡县公安
局决定因交通肇事罪对刘
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但
刘一直在逃。

直到民警获得刘某儿
子一组隐藏的电话号码，

排查出嫌疑号码线索，顺
藤摸瓜确定刘某匿名藏匿
在宁乡黄材镇。 今年11月
22日凌晨1点多，民警在刘
某的情人家门口将他抓
获。 至此长沙公安交警网
上追逃专项行动14名在逃
人员全部落网归案。

今年4月以来，长沙公
安交警按照省、 市公安机
关统一部署， 开展交通肇
事逃逸案件集中侦破及网
上追逃专项行动。 全省公
布了147名交通肇事逃逸
网上在逃人员名单， 长沙
市有限期重点缉拿对象为
12人。此外，长沙市公安局
公布追逃网上在逃人员8
人，共计追逃对象14人（有
6人同时出现在省市追逃
名单中）。 经过近8个月的
努力， 网上追逃的14名交
通肇事逃逸嫌疑人悉数落
网。 ■记者 虢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