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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

本报12月15日讯“绿
化带” 前方一个掉头和左
转标志，到底能不能掉头？
不少驾驶员看到这个交通
标志犯糊涂。 今天上午，长
沙交警对窑岭路口这处交
通标志进行整改。 目前，长
沙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秩
序“四治四规”清霾行动中，
大力治理不合理标志标线，
规范道路交通语言。如果你
发现有标志标线不合理，可
以通过@长沙交警官方微博
或者拨打122进行举报。

“标志牌上有一个方
框是表示绿化带， 这个标
志之前是绿色的底色，写了
‘绿化带’三个字，很多驾驶
员看不懂，应该要改成蓝色
的，上面一个左拐和掉头就
表示行驶到快到路口的位
置，从绿化带中间开出了一
个左拐和掉头车道。” 今天
上午，芙蓉交警大队六中队
副中队长伍登辉说。 上午
10点， 在韶山路人民路口
的南口， 设施人员对这个
标志进行整改。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路
口都有商家设立的不合理
广告指示牌，比如长岭路口
的某门诊部向左的箭头指
引牌，城南路曙光路口也有
一个显眼的某皮肤病医院
的指示牌。 雨花交警大队
一中队民警毛建平表示，这
些指示牌都将在近期拆除。

民警提醒， 目前交警
部门主要针对城区交通设
施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整
改规范，如：信号灯不能正
常使用、不符合国标规定、
路段二次过街爆闪灯不
亮、信号灯排序不正确；交
通标志设置广告信息及非
指示类语言、 违规擅自设
置的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
缺失、标志朝向不对、标志
树木遮挡； 交通标线不清
晰、标线施划不合理、标线
残缺、标线不连续等。市民
如果发现此类问题， 可通
过@长沙交警官方微博或
拨打122进行举报，收到举
报后，交警部门会立即进行
整改。 ■记者虢灿

本报12月15日讯 今天上午，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残疾预防行
动计划（2017-2020年）》（下称《行动
计划》）新闻发布会。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行动计划》 主要
针对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致残危
险因素， 提出了2017-2020年推进残
疾预防工作的四大重要领域， 明确了
15个方面的有效措施。省卫计委、省残
联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我省持证残疾人近167万

记者了解到，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
疾人抽样调查结果， 我省有各类残疾
人 408万 ， 占全省常住总人口的
6.44%，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
点，总数居全国第七位。近年来，由于
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和疾病谱变化
等因素的影响， 我省残疾人数量还在
逐年递增。 据统计，2014年以来全省
每年新增持证残疾人已超过20万。截
至今年11月底， 我省持证残疾人近
167万。

去年，我省将婚前医学检查、孕前
优生检查、 增补叶酸3个项目纳入了
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今年，又将孕产妇
免费产前筛查项目纳入了省政府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予以推进, 有效降低了
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全省出生缺陷发
生率连续三年同比下降，2014年是
221.87/万，2015年是218.39/万，2016
年是182.03/万，2017年是179.96/万。

29项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保

《行动计划》指出，在改善康复服
务中，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同时通过扎实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行动，构建覆盖婴幼儿、儿童少年、
青壮年、 老年的全生命周期基本康复
服务体系，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
率达80%以上。 重点普及残疾人急需
的辅助器具，同时，推进政府机关、公
共服务、公共交通、社区等场所、设施
的无障碍改造，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
鼓励省、市州电视台开设手语栏目。到
2020年底， 省政府及部门门户网站、
各市州政府门户网站的无障碍服务能
力建设达到基本水平。

在29项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保
报销的基础上，将部分疗效确切、实用
性强的医疗康复服务项目纳入城乡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进一步做好精
准康复服务行动与重点康复项目的对
接等举措， 力争2018年实现对0-6岁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全覆盖，到
2020年有康复需求的7-17岁残疾少
年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与
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到80%以
上，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100%。 ■记者 丁鹏志

我省发布残疾预防行动三年计划，覆盖四大领域15个方面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全覆盖

本报12月15日讯 长
沙市交警支队今天通报，
为确保中意路新韶路口人
行天桥工程施工顺利，12

月17日0时至6时， 中意路
井湾路至莲湖一路路段禁
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记者 虢灿

明天凌晨，中意路部分封闭施工

交通标志写上“绿化带”
有驾驶员“懵”了
长沙一百多条道路规范交通设施

本报12月15日讯 本
周六晚上， 迪玛希D-Dy
nasty巡回演唱会长沙站
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二

楼举行， 为确保活动期间
的交通安全畅通， 长沙公
安交警将视情实施相关交
通管制措施。 ■记者 虢灿

今晚广电附近交通管制

本报12月15日讯 13日，省食
安办公示了3家国家级和12家省
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名单，其
中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
司长沙开福商场、湖南家润多超
市有限公司朝阳店、湖南梅尼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梅尼购物中
心3家超市成为国家级“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省食
安办印发了《湖南省“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 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和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标准》，

启动湖南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创建活动。

对照创建标准，“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从必备资格条件、源头采
购、销售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信息
公示等方面来评定，旨在加强肉菜
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为
消费者提供质量安全的放心肉菜。

此次公示的15家“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创建单位名单，至2017年
12月19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
以向省食安委反映， 联系电话：
0731-88635943。

我省公示15家“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国家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长
沙开福商场、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
公司朝阳店、湖南梅尼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张家界梅尼购物中心。

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锦
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长沙
岳麓商场、王一实业集团衡阳香江
百货有限公司岳屏商业广场、 张家
界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十
字街店、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金星大道分公司、常德大润发商
业有限公司、湘潭步步高连锁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金海店、湖南步步高连锁
超市益阳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市步步
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碧桂园店、
平和堂（中国）有限公司五一广场店、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天元购物广
场、 邵阳市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
任公司人民广场店、深圳沃尔玛百
货零售有限公司郴州五岭广场分
店。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名单连线

12月15日上午，长沙交警对韶山路窑岭路口南口导向车道指示标志不
规范的问题进行吊装作业整改（小图为整改后的标志）。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杨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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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借款人名称

金元（湖南）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金元（湖南）新型管件有限公司

金元（株洲）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或合同签定日期及合同金额）
130016641000058682、130016641000062125、130016641000063011、
130016641000063243、130016641000064084、130016641000064774、

130016641000065812
43101200900001741、130016651000056657、130016651000057660、
130016651000058636、130016651000062124、130016651000063009、

130016651000064085、130016651000064731
43101200900001740、130016521000057661、130016521000061100、

130016521000063010、130016521000064636

担保人名称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元（湖南）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元（湖南）新型管件有限公司

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元（株洲）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定日期及合同金额）
(43905)农银高保字(2007)第00000175号、

43100620110000281、(营业部)
农银高抵字(NO:43906200600000256)

(43905)农银高保字(2007)第00000176号、
43100620110000284、(营业部)

农银高抵字(NO:43906200600000258)
(43905)农银高保字(2007)第00000177号、

43100620110000279、(营业部)农银高抵字(NO:43906200600000257)

原贷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市分行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湖南穗甬湘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南穗甬湘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截至转让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该债权标的总额为48606.13万元，其中本金余额为31875.90万元，利息余额为16730.23万元，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湖南穗甬湘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16日

本报12月15日讯 记
者今天从浏阳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获悉，12月4日
至13日，该局持续开展烟
花爆竹双随机专项督查，
6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被
查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被查处。

据了解， 被查处企业
主要存在问题有： 超量储
存、改变工房用途、防静电
工作不到位、 安全管理不
到位、 违反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制度等。

■记者李成辉
实习生焦晨阳

浏阳6家烟花爆竹企业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