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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9日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报告提出， 生态环境等部门
要在2018年年底前依法制定
并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
名录。

报告建议， 加快制定配
套法规规章和标准。 在2019
年年底前出台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 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
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
制，按行业、地区、时限核发
排污许可证。2020年，将排污
许可证制度建设成为固定源
环境管理核心制度，实现“一
证式”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
要加快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境保护召回制
度。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
要积极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地方标准。

报告提出， 鼓励地方在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先于国家
进行立法。2018年底前，各省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制定或
修改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条
例， 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明
确细化上位法规定， 增强法
律的操作性、 规范性、 约束
性， 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地方
性法规全覆盖。

注销公告
岳阳秀美洞庭工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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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佑保，电话 1397506954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洪七公饭店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057991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云传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新田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年 9月 13 日核
发 91431128MA4LBE9Q1P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品香大馄饨遗失吉首市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03 月 03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
433101MA4LD2747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汝城县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639000193501，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在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
现公司因业务需要原因， 经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
序，不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
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
本公司及股东承担。 特此声明。
湖南恒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志坚 ，联系电话：18229867964

遗失声明
湖南一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MA4L964M4
6）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代码 4300172320，号码 2558
1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马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03095426804
U）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4300153320，号码 05380
914、05380918，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公司股东于 2018年 7月 6 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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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电话 13873068855
联系人:潘跃宏
岳阳恒华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肖爱中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10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为 ：430102600223298； 肖 爱
中另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9 月 2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为：430102600180201；肖爱中另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01 年 6 月 2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1023F50827；肖爱中另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04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
1023F50221；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泗垅畜禽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定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解散，并于同
日成立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余长虹，电话：13975041048

遗失声明
湖南速时汽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
4L7BD98X)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红运通讯设备销售维护
有限公司遗失由平江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1 年 3 月 1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2600001243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佳利泰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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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
联系电话：18673177071

遗失声明
沅陵县华宏机械配件商店遗失
沅陵县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330221971091830
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亿微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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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电话 15673311111

◆殷诺琳（父亲：殷平，母亲：李鹏）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740097，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本人洪祥青不慎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证书(建筑工程、 批准日期:20
15 年 5月 30 日)，证书编号为：
141721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泓盛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湘
阴县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8 日
核发 430624000021036 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富华移民金银花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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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富 17707497132

遗失声明
隆回富华移民金银花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隆回县工商局 2011
年 8 月 23 日核发 430524NA00
0125X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县同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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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彬 电话:15898549865

注销公告
湘潭县永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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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彬 电话:15898549865

注销公告
湘潭市萨维尼米兰餐饮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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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彬 电话:15898549865

◆宋春香遗失职称计算机证，证号
43010220170714001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辉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02 年 1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证号 4310002001998,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卓磊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
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
171130，发票号码：03519368
已作废，特此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美韩优品保税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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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18390093388

遗失声明
浏阳市永安镇汇丰楼饭店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
码 4300173320，号码 0339761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徽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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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浩良，电话：15674486667

遗失声明
长沙市欣旺化工有限公司（税
号：914301025549197643)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4300172320, 发票号码：
261646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美界空间企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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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文艺路街道五一大道 389 号华
美欧大厦 905号房。联系人：刘
伟明，电话：15174336888

遗失声明
长沙悦涛酒店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026616766069，遗失
发票三张，发票代码 43001643
20，号码 03109290、0310930
9、03109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道县泉朗生物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遗失道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年 12 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1124MA4M3F
LN3C，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道县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654000380302，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11240
0038030Z，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问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位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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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存红，电话 1587486877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和诚兴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5MA4L6NGQ32）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 份当中的记账联
和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733
20，发票号码 062065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
4LFTTY7H）遗失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2份，发票代码 4300172
320，发票代码 09531179、28624
0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张健超百货店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6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1492
8869-14928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百丝服装店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
码：4300174320，发票号码：032
314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县金龙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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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林，电话：18507330026

遗失声明
宁乡县道林利民加油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24670754231J，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通顺联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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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伟，电话 15387557199

遗失声明
长沙凯广建筑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年 10月 11日核发
91430121MA4M66CH9T 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10043604601，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优适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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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函，电话 13640787929

遗失声明
长沙行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3012101
058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惟安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 91430103
MA4LCUNC5K 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妮美酒店不慎遗
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码：043001800104，票号：008
614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湘火炬火花塞有限责
任公司（税号：9143020073
67682231）遗失辽宁增值税
专用发票三张，发票代码：2
100162160,发票号码：07322
295,07351690，073720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75
8018968C)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楚唯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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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斌，电话 1538649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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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超遗失 2017年 4月 1
日签发的第二代身份证（身份
证号码 420921198708145711），
声明作废。

◆罗健豪(母亲罗小英)遗失出生证,
编号:P430144085,声明作废。

◆汪辰熙（父亲：汪文龙，母亲：陈
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833244，声明作废。

◆周锦瑞（父亲：周钟振，母亲：聂
宾）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21358，声明作废。
◆唐佳颖（父亲：唐文峰，母亲：符前
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68677，声明作废。
◆易岐旻（父亲：易建军，母亲：邓
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16156，声明作废。
◆严钰彤（父亲：严飞，母亲：谢和
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63030，声明作废。
◆陶奕昕（父亲：陶君辉，母亲：周思
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126875，声明作废。
◆陶奕涵（父亲：陶君辉，母亲：周
思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50724，声明作废。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今年底前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报告指出， 环境监测
制度落实有差距。个别地方
环境质量监测弄虚作假。

报告透露，山西省临
汾市出现大气环境质量
造假窝案，2017年4月至
2018年4月，6个国控站点
被人为干扰上百次，监测数
据严重失真。

报告提出，环境监测

制度落实有差距。大气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要
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
责建设与管理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网。但一些东中
部区县和西部大气污染
严重城市监控点少、监控
网布局不合理。个别地方
环境质量监测弄虚作假。

■据新华社

7月9日，在日本广岛，救援人员在被损毁的房屋废墟上搜救。 新华社 图

报告介绍， 今年5月
至6月， 大气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组分为4个小组
分别赴河南、 内蒙古、山
西、陕西、山东、河北、安
徽、江苏8个省区开展执法
检查工作， 检查组深入到
26个地市， 共召开29次座
谈会，听取了地方政府和有
关部门的汇报，实地查看了
107个单位和项目。 同时，
委托其他23个省（区、市）人
大常委会开展自查，实现了
执法检查全覆盖。

报告显示，2017年，
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
22.7%；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
分别下降39.6%、34.3%、
27.7%， 珠三角区域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
连续三年达标。全国空气
质量总体改善，重点区域
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明显提升。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个别地方环境质量监测弄虚作假 日本西部地区暴雨引发的灾情
9日加剧，死亡人数超过100人，80多人
失联，数万民众离家避难。

这次强降雨引发的灾害为30多年来
最大，以致于日本气象厅给它专门命名。

据共同社报道，截至9日上午，暴雨
所造成的遇难者已达104人，其中受灾严
重的广岛县死亡人数最多， 达42人。此
外，广岛县、爱媛县等多地仍有超过50人
下落不明，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将上升。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记者
会上说， 日本政府已增派救援力量，从
警方、消防部门、自卫队、海上保安厅调配

约7.3万人及70架直升机全力投入救援。
洪水和泥石流造成建筑受损、倒塌

及道路浸水等问题。据日本总务省消防
厅的统计，截至8日晚9时左右，有约2.3
万人受暴雨影响到避难所避难。日本政
府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相关会议，首相
安倍晋三要求在政府内设立跨部门工
作组，以更好救助和安置灾民，并表明
中央政府将对灾区提供财政支持。

日本气象厅表示， 尽管相关各地的
大雨特别警报已经解除，但连日暴雨可能
造成土层松动，人们仍需对可能发生的土
石灾害等危险保持警惕。 ■据新华社

日本暴雨致死百余人 30多年来最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