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城，上万张照片，“95后”记录最美天空
邵阳伢子为弥补一张老照片的遗憾出发，他的镜头里也反映出环境的点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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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有两室一
厅房子出租，精装修、家电
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
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全省范围内
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
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队
赶紧联系。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声 明
李云林：

蔡锷中路 128 号 001 栋房
屋现属蔡锷中路两厢棚户区改
造项目征收范围， 根据相关征
收规定，请你户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携带身份证、资料原件等
前来我司核对相关房屋情况。
公司地址：芙蓉区解放西路 35
号长房大厦 1008 室。

长沙恒兴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城发智慧出行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原先导快线）的以租代
售车辆过户工作将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截止，请以下未过户
车辆承租人及时与我司联系，
联系电话 18692276800 陈先生。
逾期未过户车辆，我司将依法
注销车辆登记信息，特此声明！
车牌如下：
湘 A4K77C、湘 A4M77S
湘 A4H77E、湘 A0R12D
湘 A4E77N、湘 A4G77R
湘 A4G77U、湘 A4N77U
湘 A4J77Z、湘 A4J77M
湘 A4P77M、湘 A0P12J
湘 A4P77J、湘 A4E77L
湘 A4P77T、湘 A4G77X
湘 A4C77W、湘 A4Q77V
湘 A4R77N、湘 A4P77W
湘 A4E77M、湘 A4M77B
湘 A0Q12S、湘 A4C77J
湘 A4M77K、湘 A4K77G
湘 A4H77N、湘 A4Q77Y
湘 A4J77C、湘 A4K77X
湘 A4J77G、湘 A4E77U
湘 A4M77C、湘 A4G77J
湘 A4H77B、湘 A4E77W
湘 A4P77Y、湘 A4M77U
湘 A4M77G、湘 A4M77N
湘 A4K77E、湘 A4E77V
湘 A4H77U、湘 A4Q77E
湘 A4M77R、湘 A0N12Q
湘 A4C77N、湘 A4R77E
湘 A4B77K、湘 A4F77G
湘 A4E77Y、湘 A4D77G
湘 A4M77D、湘 A4J77R
湘 A4F77C、湘 A4L77R
湘 A0R12S、湘 A0R12L
湘 A0R11W、湘 A2P12B
湘 A4C77M、湘 A2N12R

以租代售车辆过户声明 湘 A4Q77M、湘 A3P22T
湘 A0N12H、湘 A2R33L
湘 A2R33M、湘 A0P12L
湘 A0Q12J、湘 A0R12T
湘 A4N77W、湘 A4B77U
湘 A4R77A、湘 A2P12E
湘 A4F77J、湘 A4C77R
湘 A4R77Q、湘 A4J77U
湘 A4R77T、湘 A2S73S
湘 A2U73K、湘 A2S73E
湘 A2S73U、湘 A7T62A
湘 A0U21K、湘 A0S32A
湘 A0T32A、湘 A0S17C
湘 A0U71U、湘 A0S71N
湘 A0U71S、湘 AK3W46
湘 A3QV46、湘 AK3U46
湘 AK3R46、湘 A3KB46
湘 A3KT46、湘 AK904D

存续分立公告
根据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撤销
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作出的股
东决定，并撤回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发布的《存续分立公
告》。 公司（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湖南省航
务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存
续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和湖南湘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暂定名，具体以
公司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
11000万元）。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
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和湖南湘航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
债权人可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本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 联系人：张翊
电话：13723885985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月亮
岛街道月亮岛路一段 598 号湖
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6 日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7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合并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长沙市排
水有限责任公司拟吸收合并长
沙城投新港水处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存续，
长沙城投新港水处理有限公司
将依法注销。 合并前两家公司
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长沙
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
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
人：彭晋俊 联系电话：13875895153
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城投新港水处理有限公司

◆李国军遗失 2018 年 4 月 15 日
在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衡阳雁峰分公司缴纳美的集
成灶、 中央空调展位意向金壹万
元的收据，编号 SK-1804031317，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爆牙鼠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21年 06月 2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430105MA4R31K994；
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方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减资，拟将注册资本
由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袁芳，电话 18670365852

◆陈存遗失湖南农业大学毕业
证，编号：654391090530303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隐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3MA4Q7QU406）遗失发票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中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1353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茶韵清香饮品德
思勤店遗失食品安全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 JY24301110350575，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刘颖遗失三方协
议书，编号 1211134203234，声明作废。

◆李嘉（母亲：曹海霞，父亲：李敦
永）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445276，声明作废。

◆本人黄永锋（身份证号：
43012219890701601X）因保管
不善，遗失长沙市湘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开据给本人的收据，收
据内容为：荷塘月色庄园山水
英伦爱丁堡区 B22 栋-B22 号
房屋定金 10 万元，收据编号：
YGC1000000099， 本人现声
明，上述遗失票据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润农毛五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吕程，电话 18973420101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中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紫萱（父亲：王黎军，母亲：曹
淑琴）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1066503，声明作废。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言凌俊（430702197603275226）
遗失执业证 00016843000
000002020006667，特此声明。

“其实每一张天空照片，
背后都是一个故事。 你看这
张照片是今年4月的时候在
西藏拍的， 那时我高原反应
十分严重， 得到了很多陌生
人的帮助。” 回忆起每段旅
程，曾材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旅途中， 他不仅收获了天空
美景，还结识了很多好友，听
到了不同的感人故事。 有为
爱停留的丽江民宿店老板、
有守山孤寡半辈子的守山
人、 有游历完世界后决定扎

根在海南的外国友人……
“很多人不太理解我为

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 但天
空之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曾材说， 自己正在努力学习
和钻研摄影技术，“我会继续
我的旅途， 去更多的地方记
录下更多的美好。” 曾材表
示， 年底会把所有的天空照
片做成合集， 让更多的人感
受到这份震撼的美。

■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陈诺 唐婉晴

本报7月15日讯 近日， 一段
老人在路边被未拴绳宠物狗绊倒
在地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
议。网友纷纷感叹，此类事故频发，
为何仍有养狗人不引起重视？长沙
新养犬管理条例实施两年多，效果
究竟如何？伤人宠物狗主人又需要
承担何种责任？（扫报眉二维码看
视频）

7月1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就
此展开了采访。

【现场】
老太遭大型犬冲撞倒地

7月14日开始， 一段老人被未
拴绳宠物狗绊倒在地的视频， 在网
络上广泛传播， 不文明养犬行为再
次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 两名老人原本正在路
边散步， 正当两人停下脚步看手机
时， 身后突然冲出两条未拴绳的大
型犬， 其中靠近马路中间的老太被
撞倒在地。由于受力过猛，老人后脑
勺着地，重重躺倒。倒地后左手一直
捂着头，身体没有再动弹。在老人倒
地后， 疑似犬主的黑衣年轻人才骑
着电动车从道路前方出现。 据相关

媒体报道称，事发长沙，老人今年68
岁，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或将接受开
颅手术。事件也正在调查处理中。

这段视频在各大视频平台转
发， 不少网友都发声指责犬主遛狗
不牵绳的行为， 其中不乏同为宠主
的养犬市民。

网友“-Diuby”说，“能不能做
到保持自己爱好的同时， 别给他人
造成困扰甚至是危险！”

网友“暖暖”说，“狗不懂事，主
人也不懂事吗？遛狗牵绳，这么简单
的道理都不懂，不配养狗。”

网友“琴”说，“这太恐怖了。管
不好自家的狗，就不要拉出来遛。我
自己也养狗，最恨不牵狗绳的。”

网友“yy1102”说，“这样不负
责任的宠主，应该取消养狗的资格。
老人年纪本来就大， 这一撞估计伤
得不轻。”

……

【律师】
饲养人对受伤老太应负责任

那么宠物狗的主人应该承担什
么责任？ 他是否需要为其行为“买
单”呢？

记者咨询了湖南万和联合律师
事务所李健律师， 李健表示，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结合已知
视频显示， 并未发现受伤老人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 可以认定应
当由狗的饲养人和管理人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记者 田甜 视频 实习生 任非菲

47次飞行、42736公里行程， 一万多张祖国各
地的天空美景，这就是“95后”邵阳伢子曾材2021
年上半年的成绩。

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曾材去年无意中翻看老
照片时，发现高中时期一张张青春笑脸后，背景的
天空有些灰蒙蒙的。 看着窗外美不胜收的一片湛
蓝，他背起相机，开始用镜
头记录祖国各地天空不同
的美。

7月15日， 记者联系
上了这位“天空记录者”，
听听属于他的故事。

“去年和几个高中同学
聚会，有同学感叹说，那时候
真的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
脸， 可惜的是照片背景里的
天空不像现在这么蓝， 这么
好看。有点遗憾！”曾材说，出
发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作
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朋友们
的话给了他启发，“为什么不
把祖国各地最美好的天空记
录下来呢。”

今年1月初，他背上了背
包，开始了属于天空的旅途。
“虽然都是同一片天空，身在
不一样的地方， 美也是不相
同的。”曾材说，旅途中拍摄
天空经常会有小惊喜。 在他
看来，云是天空的情绪表达，

虽然变幻莫测， 但每一种形
态都是迷人耀眼的。 就连看
似最静态的夕阳， 每分每秒
的光影都在发生变化。 短短
半年时间， 他的足迹遍布全
国47个城市， 拍摄了上万张
天空照片。

“每一片天空都有不一
样的美。” 在曾材的镜头里，
天空是多变的， 可能是落日
余晖的浓烈， 可能是雨后碧
蓝湖面般的清透， 可能是繁
星点点的幽深， 可能是万里
无云的晴朗……只是， 不再
有老照片中那淡灰色的雾
朦，“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生
活环境的点滴改变， 天空都
偷偷记下来了。”

走了47个城市，拍摄上万张天空照片

收获满满，除了美景还有朋友和故事

遛狗不牵绳，老太遭大型犬撞倒受伤
不文明养犬行为再次引发网友热议

早在2019年5月1日《长沙市
养犬管理条例》就已正式实施。实
施2年以来，长沙公安机关依法办
理违法养犬行政案件570起；及时
处置各类涉犬警情8000余起，责
令限期改正违法养犬行为5000余
起。相关负责人提醒，虽然长沙不
文明养犬情况有所改善， 但相关
问题仍需重视， 养犬人对于宠物
的监管仍需加强。

养犬人对宠物监管需加强

提醒

扫
码
看
视
频
新
闻

“95后”邵阳伢子曾材为弥补一张老照片的遗憾出发，先后走了47个城市，拍摄了上万张蓝天白云的照片。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