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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新雀友文体用品店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
新分局 2008 年 4月 2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1600010591；声明作废。

◆李艳华遗失护士执业证，编号：
200843045965，声明作废。

◆李艳华遗失护士执照，编
号：11098878，声明作废。

◆唐宁（父亲：唐建辉，母亲：郭
茜）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86911，声明作废。

◆杨学武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
证号 11940021，声明作废。

◆李城雨遗失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毕业证书， 证号 1392
1120 1606 0014 40，声明作废。

◆张义龙于 2019 年 3 月购买的
平安交强险及商业险发票已遗
失，发票号为：0430019001040273
7363，该发票将不作为理赔依据，
特此声明。

◆湖南理工学院乔荣祥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43200897，声明作废。

◆怀化学院李景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710548201406，声明作废。

◆许晋杰（父亲：许国和，母亲：何
东求)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1056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爱珍遗失韶山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20 日换发注册号 43038260
0007093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掌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8）湘 0103 执 1661 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长沙市新姚
北路 438号金秋小区 1栋 101 号
房，编号为 715178939 的产权证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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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9日讯 未来一
周，湖南“春如四季”的感觉会
比较明显， 气温波动剧烈，注
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
物，谨防感冒。

本周湖南大部地区气温
先升后降，20日三湘大地的气
温将达到本轮升温过程的顶
峰，21日开始， 湖南多地的气
温就将出现“暴跌”，最高气温
降幅普遍能达到12～14℃。而
在冷暖空气激烈交锋之下，省
内还将出现分散的短时强降
雨、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湘北局地或有冰雹

中央气象台19日10时发
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
3月19日14时至20日14时，湖
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8-9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本周
我省气温前升后降，多过程性
降水。预计20日白天，张家界、
常德、岳阳西部、湘西州及怀
化北部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
或雷阵雨， 局地大到暴雨，其
他地区多云；20日晚到21日白
天， 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
雨， 其中湘中部分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21日晚到22日白
天，湘中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东南局

地大雨， 其他地区阵雨转阴
天。24日湘南局地暴雨；25日
降水间歇。 气温方面，20日最
高气温27～29℃， 最低气温
13～15℃。21至23日受强冷
空气影响，全省降温幅度可达
12～14℃。

可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

据省水文局预测，强降雨
区内（长沙、益阳、岳阳南部、
怀化北部、常德南部、湘西州、
张家界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
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柘
溪、五强溪水库21日前后可能
出现洪峰流量分别为4000、
4200秒立米左右的入库洪水
过程。水利部门提醒，各级各
部门高度重视， 提高警惕，加
强防范，严格落实责任，密切
监视雨情水情。

省防指、省应急管理厅今
日发出防汛预警，要求各级各
部门高度重视， 提高警惕，严
格落实责任，密切监视雨情水
情，强化汛情分析研判，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 加强应急值
守，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
御、水库防守、中小河流洪水
防范和城镇防涝等工作，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工程安全。

■记者 李成辉 丁鹏志

本报3月19日讯 眼下，
长沙市民手中的“菜篮子”价
格怎么样？据长沙市发改委价
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周（3
月13日-3月19日），长沙市八
大类商品“3涨2跌3持平”。其
中肉蛋类、水产类和水果类零
售均价环比上周上涨；食用油
和蔬菜类零售均价环比分别
下跌；成品粮、副食品和调味
品零售均价环比持平。

叶类菜价格回落
香椿身价跌了近七成

今天，在长沙伍家岭某大
型超市记者看到，这里的“二
元菜”明显增多。

对于喜欢吃香椿煎蛋的
市民来说，眼下随着本地香椿
已开始大量上市，售价曾高达
148元的香椿也不再那么傲
娇，价格便宜了不少，在长沙
一些超市、农贸市场售价多在
45元左右，跌了近七成，引得
不少市民前来购买。

据了解，当前长沙气温回
升明显，蔬菜生长速度加快，
叶类蔬菜供应增加， 价格受
量多影响，纷纷回落。据长沙
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显示， 监测的15个蔬菜品种
零售均价“3涨12跌”，其中芹

菜、韭菜和油菜零售均价环比
分别下跌，为每斤4.16元、5.52
元和3.30元。

长沙“椒贵”
价格高过春节假期

湖南人向来对辣椒情有
独钟，很多家庭餐桌上少不了
辣椒。但最近吃辣椒，长沙居
民要多掏钱。

“现在辣椒怎么比过年还
要贵，红辣椒价格都赶上肉价
了。” 在伍家岭这家大型超市
里，市民王女士感叹。她说，自
己全家都“无辣不欢”。 这两
天，她发现辣椒涨了，尤其是
红辣椒价格涨了不少，“我记
得过年时只要10元左右一斤，
现在一下涨到了快16元一斤。
按理说，红辣椒价格现在应该
比过年那几天便宜呀。”

北辰三角洲一家超市生
鲜销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湖南人吃的辣椒，每年1月至5
月，多是海南、两广等地产的
辣椒，由于前期阴雨期影响，
这些地方辣椒的产量受到影
响、供应减少，加上海南椒类
眼下进入尾季收购价上扬，
所以市场上辣椒价格也随着
上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从浏阳市淳口镇谢家村兴
乐农业果园基地了解到，由
于口感好，加之与普通柑橘
打了时间差，基地种植的沃
柑受到游客追捧，3万余斤
沃柑已差不多被采摘一空。

3月19日， 记者来到位
于淳口镇谢家村的基地。阳
光下，一株株绿油油的橘树
随风招展； 橘树不是很高，
尽管沃柑采摘已近尾声，但
放眼望去，果树上仍然挂着
不少黄澄澄硕大如拳头的
柑橘。

记者注意到，这种柑橘
不同于其他品种，果皮呈深
橙红色， 果肉甘甜腻无渣，
香味迷人。基地负责人周慈
英自豪地说，去年底，在海
南博鳌首届海峡两岸花卉
水果产业洽谈会上始一亮
相，就受到市民、果农的一
致追捧。

据悉，沃柑是中国农业
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国家柑

橘种质资源圃江东副教授
于2004年从韩国引进，该品
种系以色列通过有性杂交
培养获得的晚熟杂柑品种。

周围的村庄和农民对
这种柑橘格外青睐，纷纷前
来取经学习，有的还要求购
买种苗，准备撸起袖子大干
一场。外地一些客户从网上
看到信息后，也纷纷下订单
要求采购，只可惜现在产量
有限。“还有上海、广东等地
的客户前来寻求合作，要进
行大力推广。” 周慈英笑着
对记者说，今年沃柑收益有
几十万元。

作为农业合作社的带
头人，近年来，周慈英带动
当地村民共同致富， 采取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免费为当地贫
困农户提供苗木、 肥料、农
药、农具及技术，农户则通
过回购沃柑、季节性打工等
方式参与基地的发展。

■记者 李成辉

本报3月19日讯 2019年央视“3·
15”晚会上，曝光了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钧力食品公司、味泉食品公司2家“辣条”
食品生产企业卫生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今日， 省市场监管局通报了处置情
况。针对央视“3·15”晚会上曝光的问题，
湖南省组织省、市、县三级执法人员赶赴
现场， 依法封存了钧力食品公司生产的
“辣条”产品256件，味泉食品公司未发现
库存产品； 查封2家问题食品生产企业的
全部生产设备和车间， 依法进行立案调
查；派出督查组赴平江县开展“辣条”食品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提出，对全
省所有查出存在问题的“辣条”食品下架
封存， 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
管。在全省范围部署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要求4月15日之前，各地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要对校园食堂及周边开展
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力争今年将校园食物
中毒事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校园食品
明厨亮灶的数量从50%提高到70%，让群
众进行“看得见”的监督。

此外， 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3月18
日， 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各会员单位开展自查自纠，确保
辣条行业安全、规范发展。“目前有80%以
上会员单位已主动停业整改，在整改完成
后， 应申请县食药局现场验收合格后，才
可恢复生产。” 平江县食品行业协会负责
人介绍。 ■记者 黄亚苹

强降雨+雷暴+冰雹+大风来了 降温幅度可达12℃～14℃

防汛预警发布!这些地方尤其要注意

叶类菜价格回落，椿跌“椒贵”
链接

晚熟沃柑俏枝头，吃货有口福
浏阳种植基地几乎被采摘一空,收益数十万

迅速处置“3·15”晚会曝光问题 平江2家辣条企业被查封

湖南启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整治

天气回暖，叶类蔬菜供应增多，超市里“二元菜”也多了起来。 记者 陈月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