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7日，长沙县举行了“安全守护你我，安全守护骑行”的“一带一盔”安全
守护文明骑行活动。当天，200多名机车骑士在警用摩托车引领下，秩序井然地排
成两列纵队，匀速前进。骑士和后座乘客全都戴上了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通行进
指示，安全前行。 顾荣 记者 田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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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拍卖时间地点
本次拍卖会采用增价拍卖方

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最
终受让人， 具体时间与地点竞买
资格审查后另行通知。

六、预展报名
特许经营权涵盖区域范围进

行实地踏勘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止（节
假日除外）。需派员陪同实地踏勘
的请提前联系。 对拟竞买标的有
异议的， 应在报名截止前五日提
出。通过资格审查，完成全部报名
手续后方具有竞买资格，否则，因
不了解标的情况而参加竞买的责
任自负。

七、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岳

麓大道 89号麓江春 1 栋 1904
联系电话： 15575828858
联系人：黄先生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8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34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天
A2栋 1107号的房屋、其相对应
的产权证号为：715006942 及
第三人吴亮生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1107 商品房买卖合
同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执 130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天
A2栋 307号的房屋、其相对应
的产权证号为：715007000 及
第三人杨贤富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307 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8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天
A2栋 806号的房屋、其相对应
的产权证号为：715007060 及
第三人吴俊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806 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50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
天 A2 栋 507 号的房屋、其相对
应的产权证号为：715007023
及第三人宋泽权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507 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503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
天 A2 栋 204 号的房屋、其相对
应的产权证号为：715006992
及第三人谭罗奕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204 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50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
天 A2 栋 801 号的房屋、其相对
应的产权证号为：715007056
及第三人汪常青签订的编号为：
20075606801 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3 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天 A2
栋 305 号的房屋、其相对应的
产权证号：715006999 及第三
人陈勇签订的编号为：200756
06305 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近期对
湖南省溆浦县乡镇管道燃气 30
年特许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 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标的情况
溆浦县行政区域城北片（涵

盖深子湖镇、低庄镇、祖师殿镇、
双井镇、均坪镇、舒溶溪乡、观音
阁镇、桥江镇、三江镇、油洋乡、
思蒙镇、大江口镇）；起拍价：300
万元。 特许经营期限内，买受人
自筹资金在上述标的规划片区
投资建设管道燃气 LNG 气化
站，铺设燃气中、低压管网，以管
道输送方式向用户供应燃气，并
提供管道燃气设施维护、 运行、
抢修、抢险等相关业务。

二、竞买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应从事燃气经
营 10 年以上， 至少具有 3 年以
上乡镇管道燃气运营经历，年供
气量 3000 万方以上， 纳税信用
B 级以上，企业资信等级 A 级。
（二） 大型央企上市公司或分支
企业以及其他管道燃气企业，实
缴注册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以
上或等值外币，需提供验资报告
及 2019年度审计报告。
（三） 应提交自有运营资金 3000
万元不属于银行贷款、 股东借
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
由商业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
（四） 有稳定并符合国家标准的
气源保障指标，并提交切实可行
的运营方案。
（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完善
的经营管理体系，安全管理制度
和保证提供持续、稳定、及时、安
全、优质、价格合理的普遍服务
能力，并能一次性支付成交价款
与预付建设资金 3000万元。
（六）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溆浦县乡镇管道燃气
特许经营权拍卖公告

三、报名要求
本次拍卖公告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 17 时。 意向竞买申请人
获取拍卖文件需提交书面申请
和缴纳拍卖保证金 300 万元及
履约保证金 30 万元。 保证金缴
纳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 16 时前（以汇入指定帐户时
间为准，保证金不计息），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文件。

有竞买意向者请携带相关
资质证明文件及项目运营方案
在公告期限内尽早向我公司提
交书面申请获取拍卖文件和，以
便完成前期的资格审核工作。

四、申请人按规定缴纳拍卖
保证金 300 万元与履约保证金
30 万元，经竞买资格认定组审查
确认后，符合申请条件的，书面
通知竞买申请人参加拍卖活动。
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拍卖保证金及
履约保证金于资格审查工作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公 告
湖南机床厂附件厂员工：
根据《湖南机床厂附件厂先行
理顺职工劳动关系改制实施方
案》的规定，企业已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三湘都市报公告明
示，要求刘俊等 16 名已终止劳
动关系的原职工（刘俊、 曾强
民、黄江红、李进泉、周长明、熊
正桃、易晓、刘巍、尹娜、陈志
敏、吴琦、金帆、周毅、伍庆、廖
军、朱国辉）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补办相关手续。 自 2020年
6 月 1日起，企业将停止上述人
员生活费的发放， 并终止社会
保险缴纳。 前述 16 名人员如需
申报失业保险的，请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到指定联系人处进
行申报，未按期申报的，风险自
担。 同时鉴于前述人员在终止
劳动关系后一直未来企业办理
相关手续， 因此可能出现的无
法办理失业保险的风险由前述
人员自行承担。
指定联系人：杜学坤
地址： 天心区新开铺湖机宿舍
19栋 108号办公室
联系电话：85266520

特此公告
2020 年 5 月 27日
湖南机床厂附件厂

公 告
我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及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的有关规定， 依法暂扣了一批
2019 年 1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4 月 30 日止 2643 台二轮三
轮违章摩托车，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243 台
违章汽车及（灰汤站）110 台二
轮三轮违章摩托车和 17 台违
章汽车。 部分当事人未在法定
期限内来我队接受处理并领取
车辆，造成暂扣车辆积压，为确
保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正常运
转，特公告如下：凡超期未接受
处理的暂扣车辆，其当事人必
须在公告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
持《强制措施凭证》来我队接受
处理，逾期我队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二条规定， 撤销机动
车号牌和行驶证， 并将车辆上
缴财政部门报废处理。 特此公告
宁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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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瑶（父亲：李学文，母亲：
王柏青）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Q43020649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2190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长沙学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含浦北路 909 号麓
山里佳园 9 栋 304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20180045441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22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长沙市
雨花区东山路 1 号碧翠园 103
幢 111 号（现勘为：东山路 1 号
103 栋 111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00110661号上的 103 栋 111
房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声 明
湖南宏映毅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损坏， 备案号
43010301823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图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邵阳学院练仲华不慎遗失
报到证，证号： 200510547300
799，特此声明作废。
◆胡艳香遗失律师执业证，证
号:14301200621830002，流水
号：10951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群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雨花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14301110371638
（1-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521 执恢 248 号之四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执行案
号（2018）湘 0521 执 1972 号】，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罗旭民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融江苑 11 栋
2201 号住宅房地、产权证号为：
71220080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1）
第 01054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44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勤隆（湖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国
营综合农场翠园别墅东区 B 型第
019 栋全部房屋、相对应的栋证：
4自 0116 号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晴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7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王敏，电话 18673172716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730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李成连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瓦窑路 39号森林雅苑 G
栋 1804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
为长国用（2012）第 006714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熊元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38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云联惠云粉之家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 2017 年 2 月 20 月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38618701，声明作废。
（账号:190101600920135664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221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赵彬名下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28号托斯卡纳第 A14 栋 103 号
的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08）第 03618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大业饲料有限公司遗
失由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
商分局 1999 年 3 月 16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及公章，注
册号 43010018003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永辉页岩建材有限公司经
全体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方七生，电话 18107306881

本报5月27日讯 108人被终生禁
驾，一批高危风险运输企业被通报，今
天上午，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我省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安全风
险提示新闻通气会， 通报了违法突出
车辆、终生禁驾人员、事故隐患路段和

典型事故案例等相关情况。 在通报的
1月1日至5月25日终生禁驾108人名
单中， 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
罪的有73人；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
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有35人。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邓彪

本报5月27日讯 近段时
间， 骑行头盔在不少市民的微
信朋友圈里频繁露脸， 很多都
是打着“质量保证，厂家直销”
等噱头吸引眼球。 骗子抓住一
些人想投机赚一笔的心理，实
施网络诈骗。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从长
沙市反电诈中心获悉， 警方近
期接到了多起买头盔被骗的报
案， 其中一人就被骗了29700
元。警方提醒，小心骗局，选择
正规渠道购买头盔。

居住在长沙雨花区的刘伟
（化名）爱看新闻，前段时间，他
关注到各地相继开展针对骑行
不戴头盔的交通违法整治，感
觉嗅到了商机。 正好看到朋友
圈有人发布售卖头盔的广告，
自认为头盔价格会随着需求量
的增长而水涨船高， 趁着目前
价格还不贵， 便想提前囤货从
中赚取差价。

5月19日，刘伟在名为“安
全头盔资源群” 的微信群里发

布了一条求购头盔的信息。消
息发送没多久，群里一个叫“途
璀璨”的群友主动加其为好友。

对方通过微信和电话联
系，称手上有大批头盔，货源充
足。刘伟查看对方朋友圈，发现
其发布了不少配有“一手货
源”、“在工厂盯货”、“今天发
货”，“明天涨价” 等内容的视
频，感觉对方还算靠谱，约定35
元一个的价格， 定了3万个头
盔，总货款为105万元。

为了保险起见， 对方主动
提出先付总货款的30%作为定
金，待发货后，再全部付清。“就
这样 ， 我付了 29700元首付
款。”可打款后刘伟并未如期收
到货，多次联系，对方都以各种
理由推辞，也不退款。

与刘伟一样， 居住在雨花
区的徐慧（化名）也遭遇类似骗
局，网上购买头盔时被骗8000
元， 对方收到钱后立即将她拉
黑了。目前，案件均在进一步侦
办中。

据统计， 长沙市反电诈中
心在近期已接报了多起网购头
盔遭遇诈骗报案， 其中受害人
被骗金额从几百到几万元不
等， 虚假售卖信息源头主要在
朋友圈、社交群。■记者 杨洁规

瞄上交管热点，骗子打起“头盔”主意
借交通整治囤货赚差价，不料落入“空手套白狼”陷阱 警方提醒：买头盔去正规渠道

“手法和此前的网
购口罩类诈骗手法类
似，都是利用当下热点
话题行骗。” 长沙市反
电诈中心民警翟安分
析认为，诈骗嫌疑人玩
的是“空手套白狼”，通
过网络发布有货源广
告信息，辅之图片视频
或虚构发货情况以获
取信任， 骗取货款后
“失联”。

警方提醒，网购头
盔应通过正规电商平
台渠道，切勿轻信朋友
圈、聊天群、评论区内
的广告信息或留言；与
陌生人聊天时应保持
警惕心理，切勿轻易转
账汇款、 发送红包；如
不慎遭遇诈骗，应第一
时间保存好相关聊天
记录、转账截图、账户
信息等证据， 报警求
助。

5个月，我省108人被终生禁驾

提醒

与口罩类
诈骗手法类似

“头”等大事 幸“盔”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