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今
天获悉，长沙市开福区审计局
与区纪委、财政等部门，深入
辖区各街道、重点村（社区）和
区直相关部门，对抗洪救灾资
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明
察暗访。截至目前，暂未发现
弄虚作假问题。

据了解，此次查访全程采
取不打招呼、座谈走访、抽查
台账、电话抽样、现场核实等

形式和方法，按照“抗洪救灾
资金物资发放使用到哪里，审
计监督跟踪到哪里” 的要求，
重点关注“救灾物资采购是否
遵守相关采购流程，做到不用
过期货、 物次价高货”、“物资
管理台账是否建立并清楚反
映社会捐赠的救灾资金、物资
的来去”等五个关键方面。

■见习记者 陈柯妤
通讯员 邹婧 宇文艳

抗洪救灾款物怎么用
审计督查来跟踪

本报9月30日讯 继9月
中旬通过专家组技术验收后，
9月30日， 省政府组织省发改
委、监察、农委、水利、林业、环
保、 审计等部门和相关专家，
组成验收组，对环洞庭湖基本
农田建设重大工程（第一期）
进行了整体验收。

据了解，环洞庭湖基本农
田建设重大工程优化了田块

布局，增加了耕地面积，提升
了耕地质量，促进了集约节约
用地，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和
人居环境。同时，项目区土地
流转规模提升了一倍，产业结
构升级明显加快，为湖南农业
供给侧改革战略部署打下了
坚实基础。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A06 要闻·民生

本报9月30日讯 车胎
瘪了，车身厚厚一层灰，牌照
已注销，还联系不上车主，民
警一声令下， 拖车开始准备
将车移走。今日上午，长沙开
福交警大队民警在湘江路沿
江风光带一侧开展“僵尸车”
专项整治行动， 对一些长期
占用公共停车位的车辆进行
拖移。民警提醒，市民发现长
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僵尸
车”，可拨打122进行举报。

开福交警大队铁骑中队
指导员石文宇介绍， 在公共
停车场，有不少外观破旧、布
满灰尘、 长期停放在道路两
旁、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交
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其牌照
已注销、年检过期、联系不上
车主， 就会将其列为“僵尸
车”，实施拖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记者 陈月红

脚踩自行车， 沿途不仅可观
赏各色绿植花卉、城市景观，累了
还可到驿站歇歇脚、喝喝茶，享受
悠然自得的惬意时光……这就是
绿道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记者从
长沙市住建委获悉， 过去三年长
沙已建成城市绿道约200公里，
2017至2019年，还将新建3000公
里绿道。 随着长沙绿道网的形成
与完善， 今后大家或许只要出门
走上几步路，就能踏上精心设计、
设备较为齐全的绿道， 尽享自然
惬意。

沿河依山傍湖
长沙绿道“颜值高”

说起长沙城市绿道建设，不
得不提圭塘河， 因沿线生活污水
直排， 这条长沙唯一的内城河一
度成了“龙须沟”。随着圭塘河流域
综合治理项目启动、长沙首条城市
绿道和圭塘河风光带的建设推进，
如今，这里已成为市民休闲、漫步
骑行的好去处， 目前圭塘河畔的
绿道已建成2.4公里左右。

沿着蜿蜒的绿道， 漫步圭塘
河，移步换景，处处透绿；羽燕湖
鱼翔浅底，湖中水生美人蕉、黄花
莺尾等水生植物郁郁葱葱； 一路
上， 附近还有不少可供休闲娱乐
的场所，如沙坑、攀岩设施、极限
运动区等；而宽约三四米的绿道，
两边种植着水杉、桂花树、柿子树
等。“等这些树长大了， 可形成一
条林荫大道，夏天来这里骑行、散
步将更加舒服。”圭塘河流域建设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 全长28.3公里的圭
塘河流域，未来都将建有绿道，并
且绿道将实现全线贯通。

2014-2016年， 长沙主要沿
河依山傍湖，精心打造了浏阳河、
梅溪湖、桃花岭、圭塘河等一批高
品质的绿道，成为市民呼吸清新空
气、亲近自然山水、享受清静环境的
好去处。“绿道是长沙市造绿大行
动的重点工程，是构建品质长沙的
重要载体之一， 也是一项民生工
程。”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过去，长沙共规划建设了27条
城市绿道，总里程约200公里。

扩展“慢生活”空间
3年将新建3000公里绿道

近日，湖南湘江新区公布环岳
麓山绿道工程招标公告，沿岳麓山
山脚环绕一周，将建设集景观道、散
步道和自行车道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慢行系统———环岳路。

未来，长沙将有更多的绿道。
据介绍，2017至2019年这三年里，
长沙将建共计3000公里绿道，其
中1000公里为自行车道，2000公
里为步行道。打造“一环两横、四纵
多联” 的市域绿道、“一江两岸、八
河曲串” 的城市绿道以及方便连
接山、水、公园、社区的社区绿道。

其中，“一环” 指的是沿绕城
线的环城林带绿道，“两横” 指的
是南北横线两厢绿道，“四纵”为
串联城市两侧南北向生态景观资
源的西纵绿道、 东纵绿道和湘江
两岸绿道，“多联” 指的是多条市
域绿道的补充联络线。 城市绿道
可为市民就近出行提供一种新的
选择。

遗失声明
湘乡华龙幼稚园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证号
524303813364102063，声明作废。

湖南省隆回县宝莲风电场二期
工程位于邵阳市隆回县，项目
内容包括：工程总投资 8530 万
元，总装机容量 10MW，共布置
5 台 2 .0MW的风力发电机，年
上网电量 2238 万 kW·h；场内
道路约 5km。 现委托编制环境
影响文件，向公众征求意见，
具体内容请登录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网站查阅。
建设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风电隆回有限公司；
电话：15802647603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电话：0731-82256395
公示发布单位：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风电隆回有
限公司

2017年 9 月 30日

湖南省隆回县宝莲
风电场二期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风电场工

程位于郴州市桂阳县，项目内
容包括：布置 40 台单机容量为
2.5MW 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
量 100MW，年上网电量 22498
万 kW·h；新建 110kV 升压站 1
处，用地 4350.00m2；进场道路
总长度 21.0km，新建 29.5km，
总投资 80974 万元。 现委托编
制环境影响文件，向公众征求
意见，具体内容请登录桂阳县
人民政府网站查阅。
建设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桂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话：18907488093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电话：0731-82256395
公示发布单位：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桂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

2017年 9 月 30日

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风电场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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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单（POS
版-永州地区）399份,号码为：
86030000032400、86030000
033100、86030000040300、
86030000047314、86030000
047317-86030000047320、8
6030000047323-8603000004
7340、86030000047345-860
30000047384、86030000049
100、86030000053200、 86
030000053999-86030000054
000、86030000054299、860
30000054397-860300000544
00、86030000055500、8603
0000074500、860300000804
01、86030000081619-86030
000081700、8603000008477
3-86030000084779、860300
00089501-86030000089600、
86030000090301-860300000
90400、86030000102552-86
030000102560、8603000024
6100、86030000251304-860
30000251320、86030000265
799、86030000279365、860
30000283582、86030000290
099-86030000290100；

遗失旅游安全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单-POS 版（单主险）423份，
号码为：0059010000030899
-0059010000030900、00590
10000033502-005901000003
3598、0059010000052000、
0059010000054999-0059010
000055000、0059010000055
991-0059010000056000、00
59010000059001-005901000
0059100、005901000004138
1-0059010000041480、0059
010000042700、0059010000
044984-0059010000045000、
0059010000082308-0059010
000082400，声明作废。

◆龚文博（父亲：龚林星，母亲：
龚艳清）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
号：P4310872822，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小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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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星，电话 18692297314

遗失声明
安乡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遗
失安乡县城关镇城北居委会文
艺北路国土证 2 本，地号分别为
01-7-98、01-7-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桢鹏小吃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年 3 月 2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3600
249286,声明作废。

◆杨振宇（父亲：杨龙，母亲：晏
梅香）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274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红枫五金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2 年 11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00
0115804（2-1）S；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代码：05802146-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太不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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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亚玲，电话 15802639963

注销公告
长沙一带一路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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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军，电话 18388888888

注销公告
宁乡玛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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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电话 15874984232

注销公告
长沙华果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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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莹旻，电话 18627599666

注销公告
长沙牛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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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彩云，电话 13975142250

注销公告
湖南鸿富达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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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良，电话 13510789462◆文鑫（父亲：文龙，母亲：刘益

娜）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5777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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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眼中的新词汇
绿道一词源自英文greenway，是指为步行者和骑行者

所提供的一种安全、连续的绿色开敞空间，一般有清晰的
标识指引，且拥有驿站、停车设施、安全防护等配套设施。
为保证安全，绿道禁止汽车、摩托车和电动车进入。

如果说贯穿城市与乡村的机动车道是“快行系统”，
那么， 绿道就是以绿化为特征、 供市民休闲的“慢行系
统”，为市民提供了“慢生活”的空间。

名
词
解
释：

绿
道

你的车多久没
“挪窝”了
停湘江风光带的
“僵尸车”快移走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
建设工程整体验收

9月30日，长沙市圭塘河羽燕湖段，市民在绿道上骑行。2014年，圭塘河畔率先建成一条长0.7公里的城市
绿道，目前已延长至2.4公里左右。 记者 田超 摄

绿道：让你移步换景，享受“慢生活”
长沙三年内将建3000公里供市民休闲的城市“慢行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