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交警加大共享电单车违法专项整治

46万台共享电单车仅6万台有牌，已暂缓上牌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秩序管理科副科长唐卫中介
绍， 根据交警部门掌握的数
据，目前，长沙街头有共享电
单车约46万台， 其中发放了
牌照的6万多台。此外，还有
共享单车16万台。

“此前给共享电单车上
牌过程中，发现数量猛增，企
业之间竞争竞相投放， 这些
共享电单车不能无限制上
牌，因此，交警部门暂停了共
享电单车的上牌， 等多部门
确定了配额后， 再进行上
牌。”唐卫中说，家用电动自
行车上牌并不受限制。

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
见》，今后共享电单车投放实
行配额管理，长沙交通运输、
公安、 城管执法三部门以召
开定期联席会议的方式，综
合长沙实际需求和各运营企

业运营情况， 共同确定共享
电单车配额。 各企业应当严
格按照核定配额投放， 其中
所投放的共享电单车应到市
公安部门办理登记安装号
牌，并进行编码或号牌管理，
如果企业置换车辆应提前向
市交通运输部门报告， 市交
通运输部门同步抄送市公
安、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先
收后投”“号牌置换”“先上牌
后投放”的方式进行。

“目前长沙共享电单车处
于饱和状态，需要减量。等确
定配额后，对符合规定的共享
电单车上牌。相关企业要及时
清理违规停放、 存在安全隐
患、 不能提供服务的车辆，根
据停车区车辆饱和情况及时
调度转运车辆，最大限度满足
用户用车停车需求。这样能减
少交通隐患，也能促进这一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唐卫中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11月18日，长沙德思勤广场附近共享电单车占据了大部分路面。 记者 虢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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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原湘潭市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左庆龙（以
下简称“受让方”）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20-1030-01 号）， 转让
方已将其对湖南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保证
人喻国斌、 喻强斌） 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其中本金
64,999,364.90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利息
2,651,033.74 元，诉讼保全费 581,510.50 元，包括
相应的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了受让方。据此，受让方
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

鉴于所转让的债权已届清偿期， 请有关债务人

和担保人及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立即向受让方
履行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建湘南路 38 号办公楼

504 室
电话：18670905955����联系人：柳先生

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
左庆龙

2020 年 11 月 19 日

财信资产管理（湘潭）有限公司与左庆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报11月18日讯 56岁余先
生因长期、 大量吸烟确诊为慢阻
肺，戒烟后仍反复发作。六旬主妇
日日烧菜做饭， 厨房油烟诱发慢
阻肺。入冬后，长沙市中心医院慢
阻肺患者增加。

今年56岁的余先生因为长期
吸烟，2010年诊断为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上周，余先生受凉感冒，
咳嗽、咳痰的症状突然加重，甚至
出现呼吸困难。

65岁的袁女士是一名家庭主
妇，每天炒菜做饭，虽然家中无人
抽烟，但是油烟味却会天天闻到。
近期发生严重的气促，并且咳嗽、
咳痰厉害，还会感到胸痛异常。

杨红忠解释，冬季，感冒是慢
阻肺急性发作的第一诱发因素,
长期接触家庭烹调的烟雾也会诱
发慢阻肺。杨红忠建议，长期吸烟
者、有呼吸困难者、呼吸道疾病患
者以及在接触污染气体、 粉尘等
特殊环境工作的人都应定期到医
院做肺功能检查。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若兰 秦璐

实习生 龙飞鹏

本报11月18日讯 世界上有
一类疾病， 患病率可能低于千分
之一， 但病种已多达7000种。它
们大多由遗传得来， 常常危及生
命……这就是罕见病。

今天， 由蔻德罕见病中心
（CORD）、湖南省遗传学会、中信
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湖南
光琇未来医疗健康产业集团主办
的国内首个省级罕见病患者调研
报告———《湖南省罕见病患者生
存状况及疾病负担调研报告》在
长沙发布。

调研显示，约78%的罕见病患
者能在本省确诊。这也说明湖南特
别是长沙，大型医院的罕见病诊断
能力与一线城市差距不断缩小。

诊断难，治疗难，费用高

目前，罕见病患者家庭面临
确诊难、确诊时间长、特效药可及
性较差的情况。

数据显示， 仅有19%能在首
次就医时得到较明确诊断，20%
经历过3次以上转诊，同时有34%
经历过误诊；55%有误诊经历的
患者表示，其家庭因误诊蒙受了1
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林林一家就有这样的遭遇，
2009年12月林林出生了， 一个
月后家人发现孩子生病了。父
母带着林林辗转四处求医 ，但

是医生都无法明确诊断。“吞咽
困难，咳嗽，很容易患肺炎。”林
林妈妈说。如今林林还只能住在
医院ICU，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另一方面，药品未进入医保、
自费费用高， 让很多患者及其身
后的家庭背负了沉重负担。 此次
调研的湖南患者家庭年均收入仅
为43875元， 而他们的医疗支出
年费用均值约为45994元， 达到
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灾难性医
疗支出的阈值。

部分罕见病药物
纳入医保特药管理

在用药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湖南是创新采取“地方谈判模式”
将罕见病药物纳入大病保险的省
份之一， 并计划进一步通过多方
共付、模式优化来降低患者负担。

2020年3月11日， 湖南省医
疗保障局发出《关于将部分药品
纳入我省医疗保险特殊药品使用
管理范围的通知》，4月1日起，治
疗戈谢病和庞贝病的药物均将纳
入我省医保特药管理， 在特定的
特药药店和医疗机构门诊按规定
使用，按70%的比例报销，在医保
年度支付限额内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莹 洪雷
实习生 龙飞鹏

长沙46万共享电单车仅6万台有牌照
交警部门：目前处于饱和状态，已暂缓上牌，将确定配额后开放

《规范共享电单车，长沙将实行配额管理》后续

原本便民出行的共享电单车“野蛮生长”，甚
至从人行道挤占机动车道， 在各大商圈周边尤其
明显。本报连续报道长沙共享电单车“彩虹大战”
乱象丛生（详见本报11月16日A03版《“彩虹大战”
乱象丛生，警惕重蹈覆辙》）、11月18日A04版《规
范共享电单车， 长沙将实行配额管理》），11月18
日上午， 长沙交警在共享电单车密集的德思勤商
圈开展集中整治。

记者从长沙交警获悉，目前，长沙街头共享电
单车约46万台，其中上牌的车辆仅6万台，交警部
门将根据即将于12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促进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多部门共同
确定共享电单车配额后，实行“先上
牌后投放”。

国内首个省级罕见病患者调研报告出炉

不足两成罕见病患者首次就医时能确诊

长期做饭闻油烟
老人患上慢阻肺

链接新闻

18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
到长沙市韶山路迎新路口，
此处是德思勤广场周边区域
共享电单车最密集的地点。
迎新路双向四车道， 道路两
侧停满了各种颜色的电单
车， 还有部分挤到了机动车
道、斑马线上。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赶时间上班的市民罗女士刚
刚挤进拥堵的停车区域，将共
享电动车归还成功，车身有半
截还留在斑马线上。“平时人
多的时候， 这里的人行道上，
斑马线上到处都停满了共享
电动车， 有时候停个位置要
骑车绕一圈。”罗女士说。

“部分市民觉得这不是
自己的车就对自己放宽了约
束， 乱停乱放， 增加了违法
率。”长沙雨花交警五中队民
警廖星宇表示。

除了乱停乱放， 共享电
动车违法载人、逆行、闯红灯

也都是常见违法现象。 就在
记者采访时， 有一对年轻男
女同骑一台电单车， 看到民
警后赶紧调头离开。 记者了
解到， 目前长沙市民骑着自
家电动自行车出行， 可以搭
载一名12周岁以下儿童，但
共享电单车设计不同于普通
电单车， 搭载多人会影响车
辆的刹车制动效果， 也影响
车辆行驶的稳定性， 存在安
全隐患，所以严禁载人。

目前， 电动自行车有以
上交通违法， 交警部门将对
驾驶员处以50元罚款。 六月
份以来， 长沙全市共查处包
括共享电单车在内的电动车
违法164972起， 其中乱停
59624起，违法载人3847起，
逆行1335起， 不在非机动车
道行驶8429起。 长沙交警将
加强对共享电动车交通违法
的整治力度， 规范共享电动
车停行秩序。

▲共享电动车
严禁载人， 但仍有
不少市民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