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5日，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巷，虽然路旁有“严禁停车”的指示
牌，一些车主依然将车停在巷子里，人行道路面被占了一半。该巷是长沙首
条历史步道示范段，希望车主不要在历史步道范围内停车，相关部门也加强
管理。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莫让历史步道成了“停车场”

G4京港澳高速岳阳收费站、平
江西收费站、雨花收费站、李家塘
收费站，G60沪昆高速湘潭北收费
站，G5513长张高速长沙西收费站、
朝阳收费站、泉交河收费站，S41长
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S20长浏高
速长沙收费站、永安收费站，S61岳
临高速湘潭西收费站。

1.京港澳高速长沙段K1450处
板仓收费站实施全封闭施工，预计
2018年2月10日施工完毕， 期间途
经车辆需经平江西或者广福收费
站上下高速。

2.杭瑞高速益阳段南县收费站
以东K902至K907东往西实施全封
闭施工， 预计2018年1月31日施工
完毕，期间东往西方向车辆实行单
幅双向通行。

3.韶山高速楠竹山收费站实施
改扩建全封闭施工， 预计2018年5
月15日施工完毕，期间途经车辆需
经其他收费站上下高速。

2018年元旦前， 将有张桑、武
靖、益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尤其是
益娄高速公路通车后， 从广东和湘
中、湘南地区前往益阳、常德方向的
车辆，可在S50长韶娄高速的岐山枢
纽转S71益娄衡高速北向通行，直达
S7101益阳绕城高速，可有效避开长
益高速等拥堵路段， 预计益阳与娄
底之间的车程将由现在的两个半小
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

另外，长韶娄高速东延线综合
交通枢纽实现与长沙绕城高速对
接, 岳麓收费站也将改造完毕同步
通车。

另外，新增三个省际通道：一是
平汝高速南端的九龙江收费站，实
现了与G4E武深高速广东段的交会
对接。 届时前往湖南东部和江西西
部地区的车辆， 可在广东G6011南
韶高速的丹霞枢纽转G4E武深高速
北上，再沿S11平汝高速通行，从而
避开流量较大的G4京港澳高速并
进一步减缓其流量压力。 二是道贺
高速南端的永济亭收费站， 实现了
与广西永贺高速的交会对接。 三是
洞新高速南端的崀山收费站， 实现
了与广西资兴高速的交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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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12 月 25 日 讯
2018年元旦小长假马上就
要来了，今天，记者从省高
速公路建设总公司获悉，
2018年元旦期间高速公路
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全
省高速公路2018年元旦期
间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

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高速
公路路网通行流量较平日
将有大幅增长，但整体运行
态势会较其他节假日有所
缓和，公众出行主要以短途
休闲旅游为主。根据大数据
分析，预判峰值日将出现在
元旦节当天。

元旦小长假高速不免费，避堵看攻略
12个收费站易堵，3个收费站全封闭施工，注意绕行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今天
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
合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建设， 该公
司将进行长沙轨道交通6号线迎
宾路口站管线迁改工作，12月27

日22：00至12月28日7:00， 开福
区迎宾路（八一路—五一大道）沿
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区域水
压、水量将减小。

■记者 陈月红

长沙开福区迎宾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本报12月25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通报，为确保轨道交通
6号线麓枫路站工程预备期第一阶
段施工顺利，从今年12月28日0时
起至2018年1月16日24时止，兴园

路高新区管委会通道至桐梓坡路
南往北禁止机动车通行。

原行经该路段的车辆绕道谷
园路、麓谷大道、丽景路等道路通
行。 ■记者 虢灿

轨道交通6号线麓枫路站附近交通管制

根据往年元旦期间高
速公路数据， 省高速公路
建设总公司表示， 预测
2018年元旦期间全省高速
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560
万台次左右， 同比增长约
17%。

根据大数据分析，结
合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
情况，研报预判元旦3天期
间日均流量维持在186万
台次左右， 路网流量特征
呈前低后高的走势。 在出
城和返程阶段， 仍会出现
明显的“潮汐”现象。因元
旦节在假期最后一天，综
合返程叠加等因素， 预判
峰值日将出现在元旦节当
天， 当日流量较前两日略
有抬升， 预计峰值日流量
在205万台次左右。

具体说来，12月29日，

也就是假期前一天， 恰逢
周五，预判当天在16:00至
21:00期间车流量增幅较
大， 流量将明显高于往常
周末。

12月30日和12月31
日， 预计在9:00至11:00
期间， 会有间歇性出城小
高峰。在16:00至19:00期
间， 会有间歇性回城小高
峰。

2018年1月1日， 预计
全天流量略高于假期前两
日。自15:00起，流量逐步
走高，在17:00左右形成返
程小高峰，并持续至20：00
左右。 在主要城市收费站
出入口容易出现排队和缓
行情况， 车主请注意错峰
返程。

2018年1月2日,�流量
将渐趋常态。

预计 2018年元旦期
间， 家庭短途休闲旅游将
会是公众出行的主流。热
门目的地多为省内二线景
区、 城市郊外和温泉集中
的区域，包括凤凰古城、南
岳景区、韶山景区、武陵源
景区、张家界大峡谷、湘西
州矮寨奇观景区、 邵阳市
崀山景区等。此外，我省通
往湖北赤壁、广西龙胜、江
西宜春，省内宁乡灰汤、郴
州汝城和张家界江垭温泉
景区周边的高速路段也将
是出行热点路段。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
年1月31日期间，由于衡阳
市蒸湘北路延伸工程将下
穿衡邵高速， 在衡邵高速
K25+140m 和 南 岳 高 速
K33+180m有两处路段进
行施工。施工期间，双向车
辆均需借便道通行， 借道
期间， 衡邵高速东往西方
向限速40km/h,西往东方
向限速60km/h；南岳高速
双向限速40km/h。请前往
南岳景区方向的驾驶员留
意线行变化，减速慢行。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江钻

热门景区周边将迎出行高峰

预计元旦当天车流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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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婷（父亲：杨文，母亲：王小
华）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152360，声明作废。

◆周光念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从业资格证，号码为：43012
2198001095516，特声明作废。

◆余思哲遗失个人身份证，证号：430
682199005240010，声明作废。

◆李松桦遗失身份证，号码 460103
199608271812，声明作废。

◆黄智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编号：湘建安 B（2012）150001
033，声明作废。

◆阳浩宇（父亲：丁泽良，母亲：阳
爱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81241，声明作废。

◆徐亮遗失太平洋保险标志 QJ
AY1710638643，声明作废。

◆李俊豪（父亲：李辉平，母亲：刘
丽雯）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596392，声明作废。

◆陈兴元遗失驾驶证，证号:430
381198401275015，声明作废。

◆岳阳监狱杨岳建遗失警号：43
05017，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耒阳市通运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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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霖 15116318089

遗失声明
临湘市大洋采石场遗失临湘市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617460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忠防镇沙坪村肖山采石
场遗失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6755964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县战神网吧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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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生，电话 15874832767

遗失声明
株洲市宜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芦淞区工商局 2013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203000012756 ；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03081392738；声明作废。

◆张晨曦（父亲：张毅，母亲：徐玉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6224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新峰石膏矿（普通合伙）
遗失涟源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 431382707451075；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707451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溆浦日晟农村客运有限公司遗
失湘 N5B439道路运输证，证号
431224002099；遗失线路牌，牌
号 1405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粤新沙界水力发电站
（91431026765602855P） 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高城金源公寓（拿铁空
间）业主：高城金源公寓项目
现已顺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
验收，已具备入伙条件，兹定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至 2018 年 2
月 4 日集中办理入伙，《入伙
通知书》已以特快专递的形式
按照公司与您联系的地址或《
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中
载明的地址邮寄给各业主，敬
请留意查收。 为使您能够顺利
办理房屋入伙手续，请您在入
伙时带齐所需的相关资料和费
用亲临高城金源公寓（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湘银巷 21-1 号
）大堂办理入伙手续 ，谢谢！
恭祝各位业主生活美满！ 入伙
大吉！ 特此公告。 湖南共源置
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6 日

◆江一鸣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2522199110262457签发机关：
双峰县公安局，有效期：2008
年 4 月 7 日至 2071 年 4 月 7
日，遗失交强险保险标志，保单
号:QJAY1710625527 流水号 :
ACHSU46CTP17X01786
0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外旅游怀化有限公司靖
州营业部遗失靖州县工商局 20
10 年 6 月 7 日核发注册号 4312
29000003354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兴盛松茯苓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蒋廉亘 13789162284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富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肖军 1867398792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神光烟花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于 2017年 12 月 22 日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
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永良，电话 13907400511

◆杨泽轩（父亲：杨华栋，母亲:吴
水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13264，声明作废。

◆邓浩翔（父亲：邓集伟，母亲：
罗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63874，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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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嵘泽（父亲：郑雨，母亲：唐
红彩）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64853，声明作废。

◆马恩歆（父亲：马骏，母亲：廖
洋洋）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556730，声明作废。

◆史可达遗失由耒阳市国土
资源局水东江分局 2006 年 6
月核发的证号为 030388 号、
030390 号、030386 号、030387
号土地使用权证遗失，声明作废。

◆曹琬昀（父亲：曹帅，母亲：刘
小双）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03176，声明作废。

◆徐亚轩（父亲：徐江，母亲：
朱春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405774，声明作废。

◆卿保爱，43052519890130
6148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生凯不慎遗失鼎城区蔡家岗
财政所开具给湖南常德南方水
泥有限公司的收据两张，编号
N02398360005/N023983599
95，声明作废。

◆彭吉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建筑）（注册证书编
号：00007495； 注册编号：湘
243070807495）一本及执业印
章一枚 （印章注册号 ：湘
243070807495）， 聘用单位为
湖南林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谭雪遗失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证，编号 110201160474，声明作废。

◆刘梓梵（父亲：刘亚宁，母亲：李
晶）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36284，声明作废。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从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总公司获
悉， 炎汝高速预计在12月28日
全线通车，届时将与广东仁新高
速公路一期完成对接，湖南将新
增一条通往广东的高速公路出
省通道。

炎汝高速是武深高速在郴州
的一段，起点为株洲炎陵县，经郴
州桂东至汝城县， 与广东省仁新
高速公路相接，全程设有八面山、

沙田、田庄、汝城南、井坡、九龙江
6个收费站，桂东、汝城南2对服务
区。除九龙江主线收费站外，其他
5个收费站均于2013年12月底建
成通车。 九龙江收费站是炎汝高
速通往广东的省界主线站， 也是
我省最南端的省际收费站。 通车
后， 湖南车主走炎汝高速出湖南
后，可转接仁新高速、韶赣高速、
京港澳高速， 实现全程高速前往
广州等地。 ■记者 潘显璇

炎汝高速预计12月28日全线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