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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投一名王姓
负责人介绍， 公交站未设
候车雨阳棚有多种原因。
“有的是线路调整，有的是
临时增设站点， 有的道路
新建不久。”他表示，还有
道路面积有限， 为避免侵
占盲道、 人行道等复杂原
因。“交通部门规划后由城
投施工， 符合条件的公交
站点，都会逐步安装。”

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
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 回复，w、x线路为望
城区、长沙县运营线路，由
区县主要负责。 中心将与
市交通局进一步沟通，如
有收到区县公交走向的相
关文件，将制作站牌。湘江
新区综合枢纽站西往东方
向并未设有418路站牌信
息， 因经线路需要左转上
玉兰路，不方便靠边，因此
没有设站。 如有车辆停靠
则是公司不按规定， 看到
有客私自停靠， 这虽为市
民提供了方便， 但存在安
全隐患。

对于一站多名的问
题，中心回复，麓谷站场暂
未正式投入使用， 各线路
停放的具体位置不一，因
此站名没有统一。下一步，
中心准备对该地的线路进
行评估， 采取办法统一站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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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没棚子，站牌少信息，出行好困惑
市民：部分站点乘公交候车体验不太好 部门回复：多种原因造成，将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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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湖南省新南天置业有限公司招
商运营服务项目已在中国招标
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
cebpubservice.com/） 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
com.cn），中国通信服务湖南公
司招投标服务平台（www.xtfzb.
net）上发布招标公告，欢迎有意
向的单位报名参加。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敏
联系电话：17775772681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公司招
标分公司

2019年 7月 16日

公 告
2019 年 6 月 19 日， 长沙市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南
省长沙市长沙县劳动东路 45
号中港物流园壹米滴答长沙分
拨中心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
嫌无烟草专卖准运证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包括五牛（硬绿新）、
雄狮（红）2 个品牌共计 402 条
（货运单号：101825501186001、
101825501186002）， 我局于依
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3518）。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
东 路 359 号 ， 联 系 电 话 ：
13874861100）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 我局
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
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9年 7月 16日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黄加绪小吃店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7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注册号：43010260070157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庆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车辆整车合格证一张，证书
编号：WAG131002436427，印刷
号：N0.II3591943 ，底盘合格证
一张，证书编号：WAG15100243
4297,印刷号：N0.V0764916，车辆
识别代码（VIN 号）：LVBV3JBB
0JE181531，发动机号：Q180703
442D，现声明作废。
常德市庆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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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衡阳振汉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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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莹，电话：189734411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周记粉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5
月 24 日核发注册号 43010360
0039162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周承宇（父：周七一，母：涂
祁斌） 遗失出生证明，2018 年
12 月 21 日出生， 出生证号
R43080574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建工五建建筑工业化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200MA4Q63A88W）经 股 东
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0
万元减至 100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联系人：龙新乐 22953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泰能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7
55814301H ）公章遗失一枚，
声明作废。

◆廖新宇遗失 2011年颁发的二
乙普通话证书，证书编号 431141
30005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诚鑫注塑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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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鸽，电话 15211725888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奇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7 年
12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信用代码：4304000000092
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药王堂医药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杨家坪分店遗失长沙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0 年 16
日核发的二类器械备案证,证号：
湘长 2018F0065，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 年 5 月 12 日， 我局烟草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相关部门在衡东
县洣水镇南岳高速杨山出口处查
获前车牌号豫 PY1162、后车牌豫
P9F63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上运输
的卷烟 634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
理，逾期我局将依照《湖南省烟草
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衡东县烟草专卖局

注销公告
湖南刚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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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电话：13332508780

注销公告
湘潭县吉安花卉苗木专业合作
社（93430321673577613Q）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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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电话：13487321188

遗失声明
湖南四庄食品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02MA4L15870W） 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
151320，号码 03059734、03
059737 至 03059750；遗失税
控盘，盘号 661560536987；遗
失发票领购簿，号码 14301020
0001649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
18）湘 0102 执 2022 号之三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杨世明名下
位于长沙市韶山南路 122 号 009
栋 203 房产的长国用( )第 009498
号国土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4 执恢 79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
执行人何伟、林素姿名下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
号凯乐国际城 8、9栋 1508 号房
产（权证号码 714052020、714
052034）和 1514 号房产（权证
号 码 714052154、714052157）；
将上述房产分别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4）第 120537 号和
长国用（2014）第 120543 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沅陵县玲玲尿裤店遗失沅陵县
市监局 2017 年 7 月 6 日核发代
码 为 92431222MA4LW6L831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59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曾祥波、蒋红霞名
下共同共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时代阳光大道 513 号东宸林
海小区 A3 栋 1402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20180138453、2018
013845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及
该房编号为：2018016941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辣湘餐饮店（税号
92430103MA4PGA5Y12） 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043001900104，号码 11925714，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谢万政室内娱乐
活动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岳麓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46005945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宇龙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5000423001， 帐 号 18
43190104000604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求实物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汪晓辉，电话：13975057991

遗失声明
陈才－慈利县零阳镇漂亮女人
街 118 号门面遗失慈利县工商
局 2011 年 10 月 13 日核发 43082
1600104249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正球通讯器材商行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900104，发
票号码 057906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共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机关委员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5510000670001，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34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谢少彬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古曲南路 198 号茂华国际
湘小区 B22 栋 507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6099456 的房屋所
有权证及该房编号为：5160608
58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逸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茶陵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 93
430224MA4L2FUY4P，声明作废。

◆张志军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521198705056131，声明作废。

◆蔡世伟遗失湘 H2622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203532,特此声明作废。

暑期省儿童医院门前堵成长龙
梓园路拟单向行驶缓解拥堵

本报7月15日讯 暑假来了，位
于长沙梓园路的省儿童医院路段人
车流量明显增大， 排队进入医院的
车辆常常排起长龙， 加上有些车辆
临时停靠， 让原本双向两机动车道
的梓园路常常拥堵。 记者今天从雨
花交警处获悉， 目前已采取多项措
施缓解该路段交通压力， 目前正研
究对该路段交通组织优化， 计划今
年11月在梓园路部分路段实行单行
线交通举措。

今天上午10点，记者来到梓园
路省儿童医院路段，梓园路双向两
个机动车道，省儿童医院停车场入
口处不少南往北方向的车辆正在
缓慢排队进入，等候的队伍长达百
米。而北往南方向，由于有车辆临
时停靠、车辆掉头等原因，同样车

行缓慢。
雨花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曾

小伟介绍， 由于车道的狭窄及车流
量的巨大， 梓园路省儿童医院一带
时常形成车辆堵塞， 由小林子冲至
劳动西路自北向南路段， 重点体现
在儿童医院入口、 银轩铭誉小区停
车场入口及车辆转弯路口三个集中
堵塞点。 “车辆违停也是这里交通
拥堵的原因之一”曾小伟说。

曾小伟介绍， 雨花交警正在研
究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组织优化，计
划于今年11月在梓园路的小林子冲
至劳动路实行由北往南单行线，届
时可能根据不同时段特点采取不同
交通限制措施，可能白天为单行线，
晚上恢复双向通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刘晨卉

近日长沙天气多变，时晴时雨。市民袁女士向记者反
映，长沙市内部分公交站未设雨阳棚，候车体验不好。记
者走访发现，不少站台确实存在以上问题，有些站牌还有
线路信息缺失的情况，甚至一个站点有3个名字，给出行
带来了困扰。

记者将问题反映到相关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有条
件的将会尽快解决。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周文卓

“这大热天的， 公交车站
没有雨阳棚， 等车等得久一
点， 晒得头昏脑胀。”7月14日
上午，在芙蓉南路地铁一号线
尚双塘站附近的新路村公交
站， 候车的张女士对记者说。
该站点至少有8条线路经过，
站牌立在人行道上，附近并没
有大树遮挡。张女士掏出一把
小扇子不停地扇风。

14日中午1点，正是太阳
最毒辣的时刻， 热浪朝着荷
花路口站公交站（西）扑来，

汗滴划过人们脸颊。 该站点
有906路、362路等14条公交
线路经过。由于没有雨阳棚，
有两名乘客到10米外一片小
绿化带旁等候。

此外，记者还发现湘江新
区交通枢纽、163医院、人民路
立交桥北等公交站未设雨阳
棚。114路公交线路经过的农
科院北门等16个站点、309路
经过的玉兰路站等11个站点、
118路经过的爱民路等5个站
点无雨阳棚。

14日，市民谢小姐到汽车
西站附近办事，回去的时候用
手机导航找到了附近的湘江
新区综合枢纽站准备乘坐418
路。她来到站牌处确认乘车方
向，没想站牌没有418路信息，
这让她十分迷茫，到底该不该
等车。 但庆幸的是等了5分钟
后，一辆418路靠边停车，她顺
利上车。

记者走访多处发现，站牌
缺失的公交信息中x、w开头
的公交占了比较大比例。湘江
新 区 综 合 枢 纽 站 w157、
w116、w209路虽经过却没有

信息， 市政府公交站w105、
w107路公交也没有信息。

此外， 记者接到市民反
映，位于麓尖路东方红路口西
的长株潭城际麓谷站作为
286、118、309、313路四条线路
的起点站，不同线路站点名字
各不相同。118路叫金南家园
北，313路、309路叫金南家园
公交首末站，286路叫长株潭
城际麓谷站。14日， 记者来到
该站点， 看到站牌只有286线
路信息，旁边值班室墙上贴有
118路信息。 值班室的工作人
员介绍，4条线路都在这上车。

【等车】 好难受！站台无雨阳棚

【乘车】 好茫然！站牌信息缺失

会逐步安装
雨阳棚、设立站牌

湘江新区交通枢纽公交站没有雨阳棚。 记者 石芳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