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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公园散步一不留神走了“狗屎运”
调查：只有少数狗主人带清理工具 提醒：爱护环境，请做合格的“铲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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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码：043001800104，号码：36
69487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226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徐风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长塘路 46号彩云
之翼家园 2栋 601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715174284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5）第 077400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70264017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9 月 10 日岳阳尚
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6125 万元
减至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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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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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方武
电话：17707309999

注销公告
湘西查西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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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清颖，电话 17774385618

清算公告
衡阳市超智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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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美玲，电话 1736939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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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2590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曹斌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陈
家湖 14栋 506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712218439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1
60011561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
法院（2016）粤 0402 执 9576 号
之八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原属于被执行人长沙创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蔡锷中路 48号永华大
厦 114 号的房产、产权证号为：
71420829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99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潘祥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广厦新村 D 片 10 栋 508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3）第
01943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衡阳路顺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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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公元，电话 18073409220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324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杨惠敏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潇湘北路三段 668 号
西江悦苑一期 8栋 1803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20180332183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40634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省地质建设工程（集团）
总公司遗失水城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董地信用社开户许
可证原件，核准号：L7020000
089501，现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9) 湘 0102 执 4016 号之
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龚湘叙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友谊路 560 号长城雅苑
一期 1 栋 2008 号的房屋权证
号：715342113房产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卡遗失：田茂元，证号：
4301000201049，杨勇，证号
：4301000201041，高绍文，
证号：4301000201047，徐广
生，证号：4301000201630，
王赞，证号: 430100020162
3，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杨辰煦（父亲：杨灿，母亲：刘
艳敏）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O4308351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联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代理记账许可证》一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2M
A4L7FA732，许可证书编码：
430602009 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从登报即日起，持此
证开展的经营业务与本公司无关。

◆湖南工业学校何卫遗失报到证，
编号 01222397482，声明作废。

◆罗玲（身份证号，420822198706
145727 遗失由耒阳市产登记中心
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72845 号房
产证，声明作废。

◆章芝娥遗失湖南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票号：0024004322、
00309755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佳沁饮品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7 年
11 月 13 日核发 92430104MA4
P8B588Q 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
声明作废。

◆湖南工业大学张岩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51153520132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
17）湘 0111 执 3145 号之三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黄白的已
故配偶黄光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新开铺路 1348 号一力物
流园 3 栋商务办公楼 104 号房屋、
将他项权证 516063232上的 3 栋
商务办公楼 104登报公告作废。

◆宋睿泽（父亲：宋子玉，母亲：廖
亚）遗失出生证，编号：O430812641，
声明作废。

◆黄建平遗失长沙恒大文化旅游
城认购书编号为 G0005553 收据
联，特此声明。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 法 院（2018）湘 0105 执 恢
82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崔丹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
路 39 号维一星城 701 房、702
房、703 房、704 房、705 房等 5
套房屋；其相对应的国土证编
号分别为：长国用（2007）第 03
6063 号；长国用（2007）第 0360
64 号；长国用（2007）第 036065
号；长国用（2007）第 036066 号；
长国用（2007）第 036067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
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处罚型】

福州：2001年起实施的《福州
市区犬类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犬
在户外排泄粪便的，携犬人应当负
责及时清除。拒不改正的养犬人罚
款300元到500元。

上海：《上海市犬类管理办法》
规定，犬类在道路、广场和其他公
共场所便溺的， 由携犬者清理；如
违反有关条款规定，并且情节严重
的，最高罚款1000元。

香港：2007年香港特区立法会
通过决议，将对包括宠物粪便污染
街道等数种行为的定额罚款由600
港元提高至1500港元，特区政府会
用“完全不会容忍的态度”对待这
些不卫生的行为。

巴黎：2003年， 法国巴黎市政
府颁布了强制养狗人自动清扫宠
物粪便的法令：除残疾人外，其他
养狗人必须立即清扫自家狗拉在
巴黎街道、公园、绿地甚至排水沟
等所有公共场所的粪便，违者将被
处以180-450欧元的罚款。

【激励型】

北京：早在2004年，北京市西
城公安分局就投资了20万元，在西
城区设立了400个“宠物卫生间”。
这些卫生间安装在小区垃圾箱附
近，便于保洁人员及时清理、消毒。

新北：2011年， 台湾新北市环
保局推出“捡黄金(狗粪)，换黄金”
政策。当时有4200多人参与，处理
了14500多处狗便。

柏林：为了减少随地可见的宠
物粪便，柏林环卫部门采取了一个
举措： 选择养狗较多的一个区，在
街头设立了43个专供投放狗粪便
的橘黄色粪筐，并安放了备有塑料
袋或纸袋的自动取货机，以供养狗
者在狗遇到“麻烦”时取用。

本报10月11日讯 10月9日深
夜，当大家都已进入梦乡，一群“油
耗子”窸窸窣窣地开始行动，正当他
们暗自窃喜无人察觉时， 被长沙县
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抓了个正着。

当晚， 当执法人员巡查至253
乡道时， 发现一台油罐车形迹可
疑，查看发现油罐车正在给旁边的
挖掘机提供加油服务。执法人员立
刻出示执法证件，依法对该油罐车
进行检查。

经查，该油罐车属于益阳某物
流有限公司，驾驶员赵某及押运员
彭某均取得了相应的道路运输从
业资格证。 车上的储油罐内装有
“柴油”， 储油罐下方设有一铁箱，
箱内有一把加油枪和一台加油计
量器，计量器显示油量为305升。前
来加油的挖机驾驶员张某交代，计
量器上所显示的数据即为本次加
油交易数据，油价每升6元，油罐车
司机无法提供《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赵某和彭
某涉嫌违反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对成品油
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及第三十八条
第（一）项：“成品油经营企业应当
依法经营， 禁止下列行为：（一）无
证无照、 证照不符或超范围经营”
之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将车辆进行
暂扣，并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十一）项：“成品油
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法
律、法规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法律、法规未做规定的，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责令停业
整顿 、 处违法所得 3倍以下或
30000元以下罚款处罚” 的规定，
拟对当事人行政处罚2万元。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应通过合法途
径和正规场所购买成品油，也欢迎
广大群众对身边发现的违法运输、
储存、经营各类成品油的行为进行
举 报 ， 举 报 电 话 为
0731-85252110。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刘琼

“狗屎运”是指倒霉中带点幸运，也不失为一件
好事，可是在生活中真的看到狗屎，人们还是会远远
避开。长沙市民贺先生最近就比较头疼，因为他每天
散步的公园草地上到处都是狗屎， 为此他每次来这
里散步不得不小心翼翼，“看见它们， 美好的心情大
打折扣，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处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可

【遭遇】
一不小心就踩了狗屎

接到贺先生反映后，记
者来到该公园核实情况。贺
先生家住开福区毛家桥大市
场附近， 他所说的公园位于
四方坪立交桥下， 记者注意
到，公园面积较大，附近分布
着五六个居民小区， 内有几
条石子铺成的人行便道，公
共健身器材也是一应俱全。

远远看去， 公园似乎一
尘不染， 除了落叶之外没有
别的垃圾， 可是记者沿人行
便道往里走了七八米后就发
现，道路两旁的草地里“错落
有致”地分布着一些粪便，甚
至两三个平方米内就有五六
处， 而遗留时间较长的粪便
已经被风干成了白色。

“经常有狗在草坪上大
小便， 一不注意就会踩上。”
市民黄先生说， 部分遛狗市
民素质欠佳， 有时专门牵着
狗来这里“埋雷”。前段时间，
天气热的时候还会散发骚臭
味，让人很不舒服。

贺先生告诉记者， 由于
健身器材都在草地中间，公
园内也并未铺设专门的道路
通向健身器材， 如果他们想
要使用健身器材就必须经过
草地，白天还好，夜晚视线不
佳时就很容易“中招”，走“狗
屎运”。

【现场】
少数狗主人带清理工具

10月11日下午，不少市

民领着爱犬来这里遛弯。记
者注意到， 除了少数狗主人
手中拎着工具， 时刻准备铲
除狗粪外， 大部分人两手都
是空空的。 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名养狗市民， 一些养狗市
民表示，有时并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身上没有带可以清理
的工具， 也有时候是找不着
垃圾桶。

随后， 记者将这一情况
反映给相关部门。 开福区四
方坪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这
一范围内居民数量较多，他
们也只能多加宣传， 呼吁大
家养成良好的遛狗习惯。开
福区园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
知晓这一情况后称， 将会加
大清理力度， 保证园区环境
的卫生。

【提醒】
做一名合格的“铲屎官”

“要彻底解决狗屎问题，
更多还得靠狗主人意识观
念的转变。” 爱狗人士黄先
生告诉记者，做一名合格的
“铲屎官” 并不难。 狗狗大
便前，通常会绕着圈圈走两
三趟， 这是在给主人发出
“我要大便” 的信号。 养护
人也就有足够时间做准备
工作， 如铺上塑料袋或是
纸。如果忘记准备，路边的
树叶也是不错的选择 。现
在，市面上也有出售宠物拾
便器夹，干净卫生。而且，现
在长沙不少小区都装上了
宠物清洁箱，也方便“铲屎
官”行事。

“油耗子”深夜出没，被逮正着
涉嫌违反成品油管理办法将受罚

其他城市怎么处理
狗狗粪便？

四方坪立交桥下的小公园的草地成了狗厕所，粪便“密集”，市民散步很容
易“中招”。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