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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毛塘铺污水处理厂（一期）
及管网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由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项目环评已完
成初稿编制，现进行公示，欲
了解详情请扫描下列二维码。
建设单位：
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罗总，0731-86207402
报告文本二维码： 公众意见表二维码：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905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陈磊、徐轶婵名下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杜鹃路 819 号耀凯花
园 1、2 栋 1402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 ：20170012355、201700
12354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221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林茂德名下位于长沙市长沙大
道 789 号新华都万家城 11 栋 1
303 号房、编号为长国用（2015）
第 066040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岳阳市超人安全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岳阳市工商局 2004 年
4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06002501643，
声明作废。
◆刘璇遗失普通话证书，证
号 4300518090056， 考试时
间 2018 年 05 月 18 号，等级
二级甲等，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浪漫鞋屋遗失临武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9 月 1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560007243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2019）湘 0104 执恢 2451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张正凡名
下位于枫林三路 608 号麓谷公
馆商业裙楼、地下室及公寓楼
22026 号房产的 213015424 号
预告登记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2 执恢 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
号（2019）湘 0112 执 2646 号】
现将坐落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
二路 725 号汇一城家园 9 栋 802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2018
0284162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289504
的他项权证以及对应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千慕软装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仁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银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芙蓉分公司遗失湖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16 日
核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码：43003A1011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超人安全技术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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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雄 1378602399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441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周建湘名下位
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88 号天健芙蓉盛世花园二期 A、
G 栋 28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530431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1590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6016448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企业复工复产期间，员
工返岗、 生产繁忙、 物流密
集，各类火灾风险交织叠加，
一些企业为扩大产能或转
产，可能降低消防投入、放松
安全管理，抢工期、赶进度，
甚至违规操作、带险运营，稍
有不慎，极易发生火灾事故。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提醒，眼下正值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企业在做好防疫工
作的同时，还要落实消防安
全防范措施，认真开展火灾
隐患排查，对厂房、库房、员
工集体宿舍等重点部位的

电气线路、用电设施和消防
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落
实领导带班和重点岗位值
班值守制度，特别是消防控
制室、微型消防站值班人员
要24小时在岗在位。每日防
火巡查制度，加强明火作业
管控，明确巡查人员、内容、
部位和频次，重点巡查用火
用电情况， 做好巡查记录。
结合打通“生命通道”治理
行动要求， 划定标线标识、
清除障碍物， 加强维护管
理，确保消防车道、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畅通。

包装厂失火，机器人遥控炮助阵扑灭
事发长沙县，上百名消防员连夜救援，无人员伤亡 提醒：企业复工复产火患不容忽视

3月2日晚7点左右，长沙县漓湘东路161号先锋
集团长沙星沙包装有限公司一生产车间发生火灾。
火势蔓延迅速，浓烟四起，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出动
救援。大火燃烧数小时，至今日凌晨仍有大量浓烟，
所幸无人员伤亡。

伴随复工复产，各地火灾的消息也随之而来，其
中尤以厂房火灾为主。湖南消防提醒市民，节后复工
初期是生产安全事故高发时段， 人员和机械尚未处
于最佳磨合状态，火患不容忽视。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胡宇波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水利厅获悉，今年1月1日至3月
1日， 全省累计降雨241.9毫米，较
多年同期均值 151.7毫米偏多
59.5%，湘中以北降雨更为偏多，张
家界、常德、怀化偏多接近一倍。其
中2月份降雨119.2毫米、 偏多
38.1%，湘中以南的娄底、郴州、永
州等地偏多五至七成。

水利部门加紧备汛

与1月底相比， 资水桃江站、
澧水石门站基本持平， 湘水湘潭
站、沅水桃源站、洞庭湖城陵矶站
偏高0.25～1米。今年以来我省四水
来水总量239.4亿方，较多年同期均
值偏多54.9%。3月1日， 五强溪、柘
溪等9座主要大型水库蓄水总量
113.5亿方，比去年同期偏少19.4%。

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水利部
门早部署早行动， 积极有序抓好
备汛。1月初， 省水利厅专门下发
1号文件，要求各地早谋划、早部
署、早落实，扎实全面做好水旱灾
害防御各项准备工作， 采取一系
列措施推动备汛工作。 针对两次
局部较强降雨，发布2期水旱灾害
防御预警，督促做好防范 工作。

各地水利部门立足“防大汛、
抗大旱、抢大险”，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 抓紧推进水毁水利
工程设施修复、度汛隐患大排查、

监测预警设施检修等系列备汛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各项备汛工作
有序推进， 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
复总体进度80%以上， 汛前基本
可完成修复任务。

4月全省进入汛期

据省水文部门分析预测，我省
3月份降雨量较同期均值偏多一到
两成，3月底四水干流及湖区控制
站水位较当前水位将回升1-2米。

按照一般规律，我省4月1日
将进入汛期， 全省各级水利部门
将在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扫尾、
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和安全度汛检
查、局地强降雨防范等工作，全面
打牢水旱灾害防御基础。

我省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月27
日， 我省今年共发生地质灾害26
起，较常年年平均值明显偏多，防
灾形势不容乐观。 根据湖南地质
环境特征、 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
律，结合2020年全省气候趋势预
测， 预计今年我省地质灾害防治
形势较严峻，灾种主要以滑坡、崩
塌、 泥石流为主， 规模主要为小
型。其中，5至7月是突发地质灾害
高发期。 ■记者 李成辉

大火烧了数小时，上百名消防员连夜救援

复工复产需火灾防控两手抓

全省降雨偏多可能维持，备汛刻不容缓

5至7月是地质灾害高发期

提醒

现场

本报3月3日讯 邓某是燃气公
司的送气员， 正当他将液化气非法
倒气时， 被日常安全巡查的长沙市
天心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裕南
街中队执法人员“逮个正着”。3月3
日， 长沙市天心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大队通报了相关案情。

2019年12月26日， 裕南街中队
执法人员周勇、何国晋日常巡查到辖
区石子冲社区8栋一单元时， 发现一
名男子正在操作一个50公斤装的燃
气瓶，往一个小瓶里倒灌燃气，旁边
摆放了两个已灌满10公斤装燃气的
瓶子， 还有几个空燃气瓶和电子秤。
周围居民楼林立、人口密集，若遇明
火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冒险倒气只为多赚10块钱。”邓
某说，从即将送出的满装气瓶里或是
回收回来的空瓶里，倒出1至1.5公斤
左右的液化气，相当于每10瓶液化气
能多“倒”出1瓶，每天能多赚10元。

周勇介绍，非法储存液化气瓶、
私自倒灌液化气是一种违法行为，
这种行为对自己和市民都有很大危
害。了解到情况后，长沙市燃气热力
事务中心扣除当事人邓某12分，并
将他列入长沙市燃气行业从业人员
黑名单， 要求全市各液化气经营企
业3年内不得录用，且不得向其提供
用于经营的液化气。

目前邓某所在燃气公司已将其
开除。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任金海 黄炜

送气员私自倒气被抓
只为多赚10元钱
被列入从业人员黑名单

3月2日晚7
点多，长沙消防救
援人员在起火仓
库灭火救援。
通讯员 胡宇波摄

“起火了，起火了，包装
厂的仓库起大火了。”3月2日
19点左右， 长沙县市民爆料
称， 长沙县漓湘东路161号
的先锋集团长沙星沙包装有
限公司发生火灾， 现场火光
冲天，浓烟滚滚。

长沙市消防支队接警
后， 立即调派17台消防车
119名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
处置。 后续根据火场现场情
况变化， 又增调了两台消防
机器人和油料保障车赶赴现
场。

19时01分，距离最近的
泉塘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
起火现场为该公司包装纸
盒的生产及原料堆垛车间，
建筑结构为单层钢架结构，
主要燃烧物质为纸盒及原
材料堆垛。第一出动力量到
场时，钢结构屋顶已大面积
坍塌。

长沙市消防支队宣传科
负责人李玺介绍，经过扑救，
20时25分火势得到控制，阻
止了其向南、 北相邻库房蔓
延。21时05分， 火势得到全
面控制，开始清理余火。由于
现场存有余火的区域为钢制
结构顶棚垮塌后挤压的纸盒
和原材料堆垛， 内部空间狭
小， 灭火力量无法直接进入
内部灭火， 支队使用消防机
器人、大型工程机械车、遥控
炮等灭火救援装备， 配合大
型工程机械车逐片清理压在
起火物上的钢结构顶棚后再
进行灭火。

3月3日上午9时， 余火
被扑灭。火灾现场保留泉塘、
梨2个消防站的灭火力量

进行值守防止火灾复燃。所
幸此次火灾无人员伤亡，直
接财产损失和起火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