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智
能抓拍曝光乱
鸣笛视频

9月10日中午，岳麓区东方红路与赏月路口，鸣笛抓拍系统检测出违法
鸣笛车辆，显示在电子屏上。 记者 张洋银 摄

本报9月10日讯 今日， 长沙
交警正式在东方红路赏月路口启
动机动车违法鸣笛抓拍系统，只
需3秒，被抓拍的违法车辆号牌就
会实时推送到路口LED显示屏
上，警示曝光。 当日上午，记者进
行实地实验追踪。

中午12时， 记者来到东方红
路赏月路口， 路口南往北方向信
号杆上， 多个摄像头对准来车方
向。12时15分， 一辆车牌为湘
A7935*的白色现代小车快速通
过路口，尖锐鸣笛声响起。很快，
该车车牌号就显示在了路口的
LED屏上。

岳麓区交警大队十中队民警
邱壮介绍，长沙城区135公里的智
能网联测试道路交通建设中，梅
溪湖测试片区的33个路口正在进
行智能交通升级改造， 包括电子
警察、智能信号机和岗亭等，鸣笛
智能抓拍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
分，“预计无人自动驾驶车辆9月

26日将安全上路进行测试。”
“看见那个盒子没，这就是被

动声纳正列系统。 只要车辆在此
路段鸣笛， 就会被智能系统抓
拍。”顺着邱壮的指向，记者注意
到，与普通抓拍设备不同，路口
摄像头下方有一个方形盒子，盒
子外有多个小孔。 邱壮告诉记
者，违法车辆从被抓拍到曝光，只
需要3秒。

邱壮介绍， 因为目前设备尚
在调试阶段， 所以抓拍的违法车
辆只是警示曝光， 暂不会进行处
罚，等调试结束后，就会依法对违
法驾驶员处以罚款100元不计分
的处罚。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洪秀妍

乱鸣笛，3秒智能抓拍曝光
长沙启动机动车“大嗓门”抓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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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高速不免费，回家团圆这样避堵
13日10时至12时将迎出城最高峰 这些施工路段、易拥堵路段请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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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当日为流量峰值日

根据历年中秋节期间路
网流量数据，结合今年来路
网流量增长比值及节假日
运行特征分析， 预测2019年
中秋假期（三天）全省高速公
路出入口总流量为688万辆
左右， 日均流量约229万辆，
较去年增长11.9%，较平日增
长27%。

路网特征方面，中秋假期
路网车流量总体呈现双峰特
性，出城高峰预计出现在每天
上午9时至11时， 返程高峰出
现在下午3时至6时。假期第一
天（9月13日，中秋节）为流量
峰值日，当日峰值时段出现在
10时至12时左右。预计峰值流
量达262万辆左右， 较平日增
长10%左右。返程高峰为假期
最后一天， 预测出现在下午3
时至6时， 车流主要集中在大
中城市周边路段， 尤其是市
（州） 重点收费站出入口易发
生缓行和排队现象。

这些施工路段、
易拥堵路段请绕行

9月份， 我省高速公路处
于施工改造高峰期，建议假期

出行时，关注“湖南高速、湖南
高速警察”微信、微博或拨打
“12328” 交通运输24小时服
务监督客服电话，及时了解高
速施工路况等相关信息，以提
前做好避堵规划。

其中，G5513长张高速长
益段友仁收费站实施设备改
造全封闭施工， 预计9月26日
施工完毕，期间，过往车辆需
经其他收费站上下高速。G60
沪昆高速邵怀段隆回收费站
实施改扩建全封闭施工，预计
12月30日施工完毕， 期间，过
往车辆需经其他收费站上下
高速。

通过对近3年中秋节假期
全省高速各路段车流量分析，
假期3天总车流量排全省前列
的路段为：长益高速、长永高
速、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沪昆
高速湘潭段、 沪昆高速邵阳
段、京港澳高速岳阳段、长潭
西高速、 京港澳高速郴州段
(扫报眉二维码， 了解哪些地
方易缓行， 或将采取管制措
施）。

商圈方面，预测假期全省
各市州（不含县市）有重要商
圈49个、车站41个，假期外出
购物、出行人员多，商圈、车站
周边道路易出现交通拥堵。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2 执 179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99 号
鑫天鑫城 1 栋 301 号的房屋、产
权证号为：20180386667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及该房编号为：
20190078637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经我局核准同意， 拟设置该
医疗机构，现予以公示：
名称：长沙天心满益文诊所
类别：普通诊所
机构性质：营利性
床位（牙椅）：0 张牙椅
执业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北
辰中央公园 A 区 10 栋 107
诊疗科目：内科;中医科;外
科（限门诊）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
会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
示， 依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
门：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10 时在 www.zzpai
mai.com 采取网上竞价方式
公开拍卖：1、 长沙市湘江北
路北辰三角洲奥城 D2 区商
业车库 G 层 082 的门面，建
筑 面 积 92.31m2， 参 考 价
2838500 元；2、湘 AX5B05 凯
晏越野车， 参考价 911700
元。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
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前联
系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公司地址：株洲市荷塘区
新华东路市盐务公司旁，联
系电话：18229167071 肖女士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我局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北京长
峰领航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申办医疗机构申请，依据《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原卫生部《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卫
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
干规定的通知》等要求，现将拟批设的
医疗机构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名称：长沙芙蓉湘城医院（长沙
湘城医院有限公司）
类别：一级综合医院。 法定代表
人：王帅。 所有制形式：私有。 机
构性质：营利性。 注册资金：124
万。 执业地点：长沙市芙蓉区东
二环一段 1178 号
诊疗科目：内科、外科、妇产科
（妇科专业； 计划生育专业）、儿
科、中医科、精神科、预防保健
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
学影像科该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前向社会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
的公示，依法接受监督。 对此有
异议者，在公示期内可以递交书
面意见至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书面意见应说明利害
关系，写明具体意见，并对其真
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受理部门及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人
民东路 189 号长沙市芙蓉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
联系电话：0731-89965871（审批
一科）、89965802（监察室）
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二○一九年九月九日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永州农科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环评报告书初稿已编制完毕，
现征求公众意见，报告书简本
详见 http://www.hnyznky.com/
Article/Article.asp?nid=951，
公众可在本报公示 10 日内提出
意见建议。 建设单位：湖南永州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
联系人：文正平，电话：13907462161
环评单位：
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玉芳
电 话：13875912465

永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白果岭风电场位于冷水江市锡
矿山街道境内，设计安装 8 台
单机容量 2.5MW的风电机组，
装机规模 20MW。 自公示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
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工程建
设涉及到的可能受影响的公众
及附近的单位和组织、当地相
关政府部门。
联系电话：18973831899
邮箱：16919750@qq.com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cgnne.com/cgnne/
c100460/2019-09/08/content_
eb02c2f6d6d5455eb62798ff05
5cbc63.shtml
公示发布单位：
冷水江中广核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1 日

中广核冷水江白果岭风
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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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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 4332180301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环境保护局行政
执法人员周殷不慎将《湖南省
行政执法证》遗失，行政执法
证编号：湘 01021400007，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伊丰食品商行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8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11M
A4NAN2J0R，声明作废。

◆朱毅晶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书编码：110431325000268，
声明作废。

◆陈玉兰（身份证号 430481196
504042464）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1
0072 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安澧大垸水利管理委
员会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副本，代码 124307214465104
35A，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尊朋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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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尊朋 电话： 13637303735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137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吴
志虎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五一大
道 800 号（原蔡锷中路 010 号）
901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0）第 037216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曹子航(父亲:曹虎军，母亲:郭
小惠)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556271，声明作废。

◆朱雨涵(父亲:朱世双，母亲:吴
琴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065764，声明作废。

◆田梓煊(父亲:田维成，母亲:田
爱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143610，声明作废。

◆何海林遗失警官证，证号为
01052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岳阳四季阳光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补华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3 月 3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118690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方勤遗失
毕业证,编号 941121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487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李芳、林华锋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
段 271号城市山水豪园 5 栋 501
号房屋、权证号为：710084049、
71008404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1）
第 04274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编号为：513062721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 (2019) 湘 0103 执恢 231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被执行人甘露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匍园路 278 号美世界
园林公寓 3 栋 2902 号房、权证
号为 : 713016848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13)
第 059976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及该房编号为: 513032924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393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曾久久名下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福元西路 148 号万科城 3、
4 栋 2510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4）第 117370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唐丽君
遗失毕业证，编号：138031201206
1119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怿坤湘绣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7
L3F0L)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9月10日，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联
合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等单位发布2019年中秋节
期间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 记者获
悉，今年中秋节三天小长假期间（9月13日至15日），
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预判车流以城市周边
短途自驾探亲游居多，长沙周边环线及放射线高速公
路部分路段流量集中，车主出行请提前留意。

■记者 和婷婷 虢灿 通讯员 吴多拉 江钻

本报9月10日讯 长沙228万
多台小车中， 除了占据约一半的
车主籍贯为长沙外， 籍贯为岳
阳、益阳、常德的较多，预计假期
从长沙流向这三地的小车较多。
今天，长沙市公安局大联合交管
中心对2019年中秋节期间全市道
路交通运行状态合并开展专题分
析研判。

依据驾驶人籍贯， 初步分析
假期从长沙返回籍贯地探亲的主
要是岳阳市、 益阳市、 常德市等
地，高速方面主要以岳临高速、长
韶娄高速、长张高速为主；长沙市
小车前往其他省份探亲主要是湖
北省、江西省等相邻省份，高速方
面以京港澳高速、长浏高速为主。

假日期间， 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服务点停休， 正常接待市民处
理各类轻微事故。

民警提醒，长沙城区景区方面，
橘子洲景区每周五15:00-20:00、节
假日7:00-20:00，禁止社会车辆驶
入，市民前往景区可乘坐地铁2号
线。 岳麓山景区周边停车位严重
不足，且麓山路实行南往北单行，
市民前往景区乘坐公交车或者地
铁2、4号线。 节假日9:00-12:00、
14:30-16:30， 东风路湖南省博物
馆路段人车流量大， 周边停车位
不足， 建议避开相关高峰时段或
利用公共交通前往。

■记者 虢灿

长沙往岳阳、益阳、
常德方向小车多
去岳麓山、省博
尽量不要开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