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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连线

扫二维码看相关资讯

长沙城东部分区域
供电可能受影响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今天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获
悉，计划6月25日起至7月5日
将对树木岭变两回220千伏
电源线路进行停电施工，长
沙城区东部部分区域供电可
靠性降低， 市民供电可能受
影响。

供电受影响区域主要集
中在雨花区， 少数用户在芙
蓉区。主要影响区域为：人民
东路以南、曙光路以东、劳动
路以北、 万家丽路以西合围
区域以及万家丽路沿线；人
民东路以南、东二环以东、湘
府路以北、 京港澳高速以西
合围区域和京港澳东边部分
地区。

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制定了电
网特护保供电方案及异常情
况下的应急预案， 施工期间
对特护线路进行24小时蹲
守， 抢修队伍实行24小时待
命， 力争将电网停电风险降
至最小。 一旦电网发生故障
停电， 该公司将迅速组织抢
修，恢复对用户供电。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本报6月25日讯 夏
至刚过的长沙，太阳五六点
就开始“上岗”，上班族早上
走出门不远，衣服已被汗水
浸透；中午时分，连空气都
似乎被烈日炙烤得滚烫，暴
晒之下街上少见行人；及至
下午五六点，下班的人群仍
能感受到热烘烘的空气扑
到身上……在经历上周的
阴雨以及周末的高温“预
热”之后，今天，长沙的高
温模式显示出威力。 而这
还只是开始， 据省气象台
的预计，未来一周，省内将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多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上周， 湖南阴雨持续，
而到了本周，天气已切换成
晴热高温。今天上午8点，郴
州市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随后，长沙、株洲、湘潭、
益阳等地相继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信号：未来连续三天
最高气温将达35℃以上，请
公众注意防范。

据实况统计显示，24日
08时至25日08时， 湘西、湘
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共计5个乡镇
降雨量超过50毫米）， 湘西

北局地出现了雷雨大风；最
高气温湘西31-33℃， 其他
地区33-35℃，安仁、醴陵、
茶陵等5县市最高气温达到
或超过35℃，其中茶陵最高
气温达35.5℃。

最高气温将达38℃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省内以晴热高温天气
为主，湘西、湘东南局地午
后多对流性降水天气，最高
气温将达36℃至38℃ 。预
计25日至28日， 全省以晴
天间多云为主，其中25日至
27日湘西、湘东南局地有阵
雨或雷阵雨；29日至30日
湘西、 湘北有阵性降雨，其
他地区多云到晴天；7月1
日湘北将有一次较强降雨
天气过程，并伴有雷暴、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近期湖南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注意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多补水，饮食多以
清淡为主；尽量避免长时间
在户外活动， 外出注意防
晒；体质较弱的朋友不妨随
身备些防暑药品， 谨防中
暑。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张倩

本报6月25日讯 今日中午12点53
分，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竹山园街
口临江辅路上， 一辆白色奥迪小车突
然起火。路过市民报警后，开福区伍家
岭消防中队出动1台消防救援车、8名
消防官兵13点02分赶至现场，13点15
分成功灭火。

记者来到事发现场时起火的车辆
已经被烧成车架。“当时车子停在路边，
突然就起了火，火焰有近3米高，路边的
树枝上可以看到树叶烧焦了。” 附近居
民何先生告诉记者，起火大概十分钟。

“现在还不确定是否为自燃，但从
消防战士处置燃烧车辆情况来看，应
该是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伍家岭消
防中队负责人表示， 目前对于起火原
因尚未定论，还在调查中。

夏季高温， 汽车自燃屡见不鲜，如
何防范？ 湘安消防公益服务中心李兵
介绍，除了日常维护、注意细节外，车用
发动机专用灭火器这种汽车专用全自
动灭火工具也值得车主考虑，整个灭火
过程不需要人为操作，简单高效。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汪梦媛 苏雨

江边奥迪突起火，火焰飚起3米高

最高38℃！我省多地高温黄色预警
本周以晴热天气为主，需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6月25日，江边一小车起火，车被烧成“车架”。 记者 张洋银 摄

◆龙建平遗失中南工业大学毕
业证、学位证，证号分别为:9902
23、105334990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岭北镇铁角嘴自来水厂
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28 日核发 4306240000053
26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兴火养牛专业合作社经成
员大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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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绪周，电话 15616983689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青山养牛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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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向其，电话 15180937604

注销公告
湖南省四合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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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曙光 13975087999

注销公告
长沙志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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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 电话:18684665516

遗失声明
湘西天力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湘西州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27 日核发注册号 4331000000
20376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国粤宜章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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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
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联系人:黄聪，电话 18122372700

遗失声明
长沙天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3年 7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0124000044536，
由宁乡县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1240726252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家应酒店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遗失通用机打发票 100 份，
发票种类: 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票， 发票起止号码:20189501-
201896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喜灯多灯饰店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4 月 15 号核发的证号
为 430302196510200050的税务
登记本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汪道车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8年 2月 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30121MA4L3WL
C9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农宇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2年 06月 1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21NA000789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
30100338423895F) 遗 失 湖 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
码：4300172320，发票号码：
1511639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智赢湘商中小企业互联网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税号 9143
0211MA4M2YTN0P）遗失 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
172320，号码 08605817，0860
5820，08605825，08605826；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经开区湘楚建材经营部遗
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 2017
年 8 月 15 日核发 92430300MA
4M10WQ6B 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永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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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春海，电话 13908433333

注销公告
株洲市海天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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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春海，电话：13908433333

◆曾秋分遗失湖南工程学院学位证,
编号 11342420060025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银嘉电脑商行遗
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 2008
年 3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
2600031953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声明作废。

◆何放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10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森林空间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200
05063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意万达商贸有限公司
丢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 4300161320，发票号码 01
717510、01717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刘朝红装饰材料
商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 2017年 5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30104MA4LMC6L6Q，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益教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遗 失 发 票 领 购 簿 ， 税 号 ：
9143010005165379X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亿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107
7150090Y）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301006663189129)以下单
证遗失:增值税普票，发票代
码:4300163320，发票号码:
13278709-13278710;共 2 份，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聚丰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国税增值税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4300172320，发票号:
NO:20896110，声明作废。

◆尹梅遗失湖南省衡阳卫生
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
编号 9702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县友洪食品有限公司经全
体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高友斌，电话 13975259736

注销公告
湘潭宏畅煤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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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畅，电话：13975292678

清算公告
湖南子轩通讯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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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湘，电话：17773479995

注销公告
株洲欣艺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游武松 13397332788

遗失声明
湖南爱力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3MA4L4J277
4）遗失空白 2008 版增值税普
通发票 3份，发票代码 4300163320，
发票号码 05868203、05868229、
05868230，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 10 时在会议室拍卖机动车
数辆。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
缴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预展、报名时间：7 月 2 日至 3
日。 预展、报名地址：长沙市东
风路 360 号。 联系方式：马经
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世纪城时间仓餐
饮店（税号：92430105MA4MXJ
L778）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七张，
发票代码 4300174320, 发票号码：
17054164、17054320、17054803、
17054818、17054166-1705416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优才创智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
票代码:4300171320， 发票号码:
12304345、123043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薇妮时尚美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 年 6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626MA4L1K628W，声明作废。 ◆本人刘金海（身份证 330822

197801262116）遗失株洲恒大林
溪郡房产认购书一份，编号 000
6687，声明作废。

◆刘泉泞（父亲：刘勇，母亲：赵
林）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0453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美赛尔瑞多航天材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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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秋菊 13548793656

注销公告
岳阳宁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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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电话，13974096555

◆刘广宇遗失长沙县金科时代中
心 9-805 房款票据， 票据号：917
0430，金额 310000 元，声明作废。

◆袁丹丹（女）中南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
2018 届毕业生 ，遗失报到证
（报到证号：201810533102144），
原报到证作废，特此声明。

◆谷依心（父亲：谷成安，母亲：
罗哓晶）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书编号：N430072750，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亦芮服饰店遗失
长沙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7年 8 月 11 日颁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11MA4M0MY00Y，声明作废。

◆廖大权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证号:430105233959，特此
声明作废。

◆陈荣，350121198509201272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株洲成名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市工商局天元分局 2016 年
5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21168281449X7，声明作废。

◆周旭林（父亲：周辉，母亲：肖
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993898，声明作废。

◆文鸿涛（父亲：文维馨，母亲：刘
青）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3937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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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思萱（父亲：聂志军，母亲：杨
香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J430626480，声明作废。
◆江芷琦（父亲：江龙，母亲：唐胜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34504，声明作废。

◆张国龙 (父亲： 张余春，母
亲： 张秀华) 出生证遗失，编
号： P430228800，声明作废。
◆唐思捷不慎遗失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证号：431228105001
3000006,声明作废。

◆刘奥强（父亲：闫斌，母亲：
刘芝明）出生证遗失，编号：
H430874430，声明作废。

◆张东亮（父亲：张兴，母亲：张
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34244，声明作废。
◆龚秋涵（父亲：龚俊山，母亲：韩
昌琼）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96342，声明作废。

◆吴毅凡（父亲：吴涛，母亲：郭
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3519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鲜派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1Y0X1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沐风电脑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3年 7月 1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600
4295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麦光宝盒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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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电话:13203105546

遗失声明
耒阳市黄市镇中学遗失由耒阳
市国土资源局发给的耒国用
（1998）00-000 号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划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普泰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码:
058257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红霞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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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志滔，电话 13786949710

遗失声明
田旭遗失株洲市石峰区金凤凰
私家厨房通用定额发票（税务登
记号 430203197705275015），发
票号码：22602151/22602350 及
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