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周可 实习生 丛佳薪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星沙支行拟公开转让
所持有的湖南长沙果福车业有限公司 3.23%的股权（对
应注册资本为 2033.855 万元，该股权现由长沙果福模具
有限公司代为持有）。本次股权转让拟在长沙联合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下称“长沙联交所”）按其有关交易规则实
施交易，挂牌转让起拍价格为 142.27 万元，请各股东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书面答复，确定是否同意转让、
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并
放弃优先购买权。

注：挂牌时间、支付方式等产权转让信息请各股东自
公告之日起自行关注长沙联交所官方网站， 如主张行使

优先购买权的，应在产权转让信息公告期间，按照挂牌公
告要求向长沙联交所提出产权受让申请， 否则视为放弃
受让；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仍可作为普通意向受让
方向长沙联交所提出产权受让申请，但不再享有优先权。

相关书面答复请通过快递方式：
收件人：张革平
收件地址：长沙市长沙县星沙大道 27号
联系方式：15874209968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星沙支行
2020年 6月 30日

公 告

本报6月29日讯 6月28日， 一场
别开生面的“会同行”第二期主题沙龙
会在湘江之畔圆满落幕。来自21家基
金会和机构的50多位公益人士围绕
着“新冠肺炎疫情对基金会的挑战和
机遇”的主题畅所欲言。

沙龙一开始，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黄泽湘认为， 大家要坚持用长
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的形式， 既要善于
克服危机， 也要善于在战胜灾难中发
现并抢抓新机遇。

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李卫英告诉记者， 往年德清公益都
会通过走进乡村学校给师生们送去
歌声，由于今年疫情的原因，大家没

办法亲自前往，于是，德清公益应时而
变，将项目升级，开展了线上音乐教学
培训。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正在加紧构
建信息化平台；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在
疫情期间积极搭建线上社区；湖南省三
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帮助了249
名青少年糖尿病患者……在沙龙现场，
21家基金会和机构都纷纷亮出了自己
今年的公益计划。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民族教育研究室主任李红婷认为，慈
善公益是需要给人“雪中送炭”，而不是
“锦上添花”，“做公益就要做到实质，面
对危机，公益基金会更要带给大家力量
与信心。”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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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一刻
他还在岗位上忙碌

作为张家界市税务局的“二把手”，
龚少雄严格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各项要求， 配合局长全力组织
开展单位疫情防控工作。 从大年三十
起， 他就当起单位疫情防控的“守夜
人”， 带头值班值守，24小时处于待命
状态。从3月开始，他见缝插针走访市
内企业，一家家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3月30日中午， 龚少雄在办公室
吃完盒饭后，就召开疫情工作碰头会。
同事张冬梅发现他不时用手揉太阳
穴， 劝他去医院检查。 他摆摆手：“没
事，一会儿休息下就好了。”碰头会一
结束， 龚少雄紧接着又主持召开疫情
防控专题会。17时25分， 一阵剧烈头
痛，龚少雄趴在了会议桌上。

没来得及与90岁高龄的母亲道
别，没来得及再握握妻子的手，没来得
及参加儿子即将举行的婚礼……经历
5天与病魔搏斗，龚少雄最终还是没能
赢得这场生死大战。

战疫再忙，他也惦记着贫困户

“好几次， 我都梦见他， 十分想
他。”6月28日，在南坪村，站在自家的
新房前， 朱西忠哽咽地对记者说。59
岁的朱西忠是龚少雄的结对帮扶户，
在龚少雄的帮助下， 朱西忠一家人住

上了新房子，已顺利脱贫。
“战疫再忙， 他也牵挂着贫困村，惦

记着贫困户。”市税务局驻南坪村第一书
记李国庆回忆，疫情以来，龚少雄先后4
次进村指导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和春耕
生产。

在龚少雄的带领下， 市税务局驻村
工作队修建村部、改善交通、完善水利设
施等，发展红心猕猴桃、黄花菜等种植产
业，2018年， 该村顺利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 龚少雄个人也因扶贫工作成绩显著
荣立三等功。

套上“红袖章”
他当起小区党支部书记

雅典国际家园小区位于张家界市永
定区南庄坪办事处， 其中税务系统住户
38户，是张家界市城区规模最大、人数
最多的居民小区之一。 龚少雄当选小区
党支部书记后，下班后，换下“税务蓝”，
套上“红袖章”，带领小区党支部对小区
400多户业主进行多轮入户排查、 疫情
防控宣传等工作， 守护小区业主的健康
安全。

说起龚少雄，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伍元梅难掩悲痛，“龚书记走了， 小区倒
下了一杆旗！”“不怕苦不怕累，心怀业主
跟党走； 讲大局讲奉献， 党的号召冲在
前。”谈起龚少雄在小区的贡献，雅典国
际家园小区现任党支部书记桂永忠，用
一句话如是概括。

6月28日上午，长沙火车
站西广场出租车候客区，出
租车司机李师傅正在出租车
候客区的第五位排队等待，
从进站到现在他已经等待了
15分钟。“有时要等上几个小
时才能等到乘客，” 李师傅
说，“在火车站等客要看运
气， 运气好一进来就能接到
乘客， 运气不好则要排很久
的队。”另一位网约车司机彭
先生则表示，因为停车不便，

自己通常是接到了单才会在
火车站附近等候。

长沙火车站建成时代久
远，相比2009年年底建成使
用的长沙南站， 不少出租车
司机都反映长沙火车站的
出租车候客区面积较小，车
道狭窄，车辆进出极不方便。
除了出租车候客区， 长沙火
车站西广场也仅有60余个
车位供社会车辆停放， 并不
能满足节假日高峰时期的停

车需求。
另一个不便的问题在

于， 目前长沙火车站西广场
的北面和南面均为公交车停
放区域， 但没有设立明显的
公交站台或标识， 初来长沙
火车站的旅客往往不知道乘
坐公交的具体位置。“每天都
有出站的旅客咨询公交车上
哪儿坐， 几路车在哪儿上
车。”西广场出租车乘车处的
保安刘师傅说。

添“智慧”、好停车，长沙火车站将变靓
增加停车区域、设置无线WIFI……东西广场及周边的提质改造将在年内完成

6月27日下午，长沙火车站西广场出租车候客区，排队候客的出租车从出站
口一直排到了车站中路上。“相比长沙南站，长沙火车站的出租车候客区面积太
小了。”不少司机发出类似的感慨。这一情况不久将得到改善。记者走访长沙市
芙蓉区城管局并了解到，年内长沙火车站东西广场将进行提质改造，停车区域
进一步增加，并将打造智能化广场。

长沙市芙蓉区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现
有方案， 拟对西广场约3.4万
平方米及火车站房南侧广场
约1.27万平方米，以及周边建
筑和东广场（锦泰）约5万平方
米的区域进行提质改造，同时
对车站路（人民路至八一路
段）提质改造。届时，广场将采
用导视系统、 智慧公交站、全
场无线WiFi，实现广场亮化、
广场地下管网改造、排水系统
优化等功能提升。

长沙市芙蓉区城市管理
局为此公开了一份《长沙火

车站东西广场及周边提质改
造概念性设计方案公示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通
告》中显示，改造后的火车站
西广场分为中轴喷泉广场及
站前铺装区、社会停车区和公
交停车区三大功能区，优化各
区交通组织，将现有西广场北
侧公交广场、南侧社会车辆及
出租车辆停放区面积扩大，适
当减小中心景观广场和步行
广场区区域，增加公交和社会
停车场的停车位，提高火车站
广场的接待需求。

在已公开的概念性设计

图中，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
本次改造还将通过引进智慧
导视系统、ETC智慧停车、集
广播监控充电桩等为一体的
智慧灯杆和智慧站台， 并建
设智慧管理系统， 打造智慧
广场。除此之外，还将对主站
楼及周边建筑立面进行全面
改造， 火车站整体面貌将焕
然一新。

芙蓉区城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争取于今年年内完成
火车站东西广场及周边的提
质改造工作，打造一个更加美
丽的长沙城市形象窗口。

社会车辆停车位少，旅客找不到公交乘车点现状

规划 拟增加停车面积，打造智慧广场

后疫情时代，让公益更有“温度”

“战疫再忙，他也惦记着贫困户”
张家界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龚少雄
被追授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记者 田育才 彭雅惠

6月28日，记者驱车来到慈利县金岩土家族乡南坪村。车行进村，
一条已铺好碎石的沿溪公路，直接通到两公里外的溪口镇。“这条路，
是他为南坪村办的最后一件好事，可惜他不能亲眼看到。”南坪村老
百姓说的“他”，是张家界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龚少雄。

3月30日17时25分，在张家界市税务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上，龚
少雄倒在了工作岗位上。4月4日,龚少雄永远离开了。日前，他被追授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长沙火车站西广场方案鸟瞰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