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

目前， 在长沙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中， 居民将分类好的垃圾分
别投放至相对应的垃圾桶， 由物
业或社区保洁分类收集至其他垃
圾（干垃圾）或厨余垃圾（湿垃圾）
垃圾站后， 再统一由各区环卫部
门收集分别运送至各自的处理中
心进行处置。

长沙市雨花区环卫局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了雨花区的做法，为
了解决分类后再混装成一车的问
题， 他们新建改造了15座湿垃圾
站， 配备一定数量的运输湿垃圾
的专用车辆。 值班人员会对进入
湿垃圾站的湿垃圾进行检查，发
现未实行分类或分类不符合要求
一律拒收。

湿垃圾混合投放的现象基本
解决，但干垃圾站受前端未分类影
响，混合投放现象还是存在。

“要解决‘一车拉’现象，关键
在社区和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直
言不讳地说， 通过这两年努力，在
环卫部门的运输环节，基本做到了
分类运输。 现在主要有部分社区
和小区物业，为了省事，一些小区
直接将分好类的垃圾混合运至收
运干垃圾的垃圾站。

“希望居民能养成垃圾分类
意识， 小区物业以及社区更是如
此。”该工作人员还说，即将出台
的法规里有对分类收运做要求，
希望能起到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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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慈利县食品公司沙龙酒家遗失慈利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10 月
23 日核发注册号 4308211021085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付征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遗失
（证号：430111198310180301）二
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陈翠娥遗失由长沙市中心医
院开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据一张，号码为：湘财通字
NO.00848585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恢 60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贺翼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车站北路 288 号王府花园 6 栋
1304 号房、权证号为 0038267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
国用（2004）第 030554 号的国
土证及他项权证 516064882 号上
的 1304 号房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 院（2020）湘 0105 执 恢 160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王小娟名下位于长沙市长沙大
道 789 号新华都万家城 13 栋 17
02 号房、权证号为：714276518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长国用（2015）
第 001893号的国土证及他项权证
为：514095610号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张家界市烟草公司委托，我
公司将对 8 台退出生产经营的
车辆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拍卖
车辆详情见公司《拍卖文件》。
标的展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拍卖前在张家界市工商银行
院内进行展示 。 2020年 6 月 2 日
下午 3 点，委托方提供钥匙现场
验车。（不发车不试车，看车
15874475888杜队长）
报名须知：有意参加竞买者请
执个人有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
证金（一万元）报名，领取拍
卖资料，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6月 2 日下午 4 点，逾期不再
接受报名。
拍卖时间：
2020年 6 月 3日上午 9:00
拍卖地点：张家界金州宾馆会议室
报名地址：张家界市永定区崇文
路市交通局院内
联系电话： 0744-8380309
18007440309

张家界市龙腾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5 月 22 日

变更公告
幸福人寿湖南省分公司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湖南
监管局批准，换发《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现予以公示。 幸福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流水号：0252166。成立
日期：2008 年 6 月 24 日。 机构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
蓉中路 508-3 号君逸康年大酒
店 9-10楼。 机构编码：0001244
30000。 发证日期：2020 年 5 月
20日。 服务电话：0731-88281
99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
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
身保险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和
公司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示
长沙市开福区景熙门诊部
（许可证号：444936416430
10512D1101），拟增设 B 超
科、检验科。 已报备主管行
政部门，特此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景熙门诊部

2020年 5月 22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97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胡玲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29 号阳
光丽城二期 25栋 303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20180343250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354076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袁金罗遗失 C1 驾驶证，证号
4301051990091361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金薮乡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村民委员会收款收据 1份,号
码:007318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成新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白马街道办事处单位开
具的收据一张，收据号码湘财
通字（2017）01114123，金额 28
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羽婷形象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5MA4L1J1585）遗失长沙羽
婷形象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一枚及法人黄辉私章一
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融灏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 8000
万元减至 3000万元。为保护债权
人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蒋静 17726166233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在
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公
司因业务重新开展原因,经股东
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序,不
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产生的任
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公司及
股东承担，特此声明。
湖南文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小申
联系电话:15364248333

遗失声明
长沙北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赵卫先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6048,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先启网络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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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兆平
电话：18973057669

遗失声明
湖南腾旺油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
112MA4PJ6JAXL）遗 失 单 位
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现
启用在银行预留的新印鉴章，
特此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遗失交强险单证
号 19430000069234、194300
00059957 第一联次；204300
00004433 第二、三联次， 19
430000059957 交强险单证号
第一联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美芝电器设备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周静遗失
毕业证，编号 51306520110601
156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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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育才幼儿园
办理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 7
日内持证明材料到本民办非企
业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处理有
关事务。 逾期不办理的，按相关
法规处理。 联系人：刘恬，
电话：18373449057

遗失声明
慈利县食品公司经营部遗失慈
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10
月 24 日核发 4308211000243 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行政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食品公司遗失慈利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10 月 23 日
核发 4308211000004 营业执照正
副本及行政公章，声明作废。

本报5月21日讯 今日，记者从
省住建厅获悉，《湖南省住建领域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
已于近日印发。《通知》指出，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日均值大于200持续4天
及以上等情况，将启动红色预警。

《通知》明确，本预案所指的重
污染天气，是指环境空气质量达到
五级（重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
气污染。

《通知》强调，预警分级以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AQI） 日均值为指
标，按连续24小时均值计算，按照

环境质量预测结果、 空气污染程
度、 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等因素，
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3个级别，
由轻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
警、红色预警。

其中， 红色预警是指预测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及以上，
且预测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
天及以上。届时，湖南将停止室外
建筑工地喷涂，停止市政道路桥梁
涂刷， 停止拆除工程拆除作业，停
止拆除垃圾转运作业，覆盖尚未清
运的拆除垃圾。 ■记者 卜岚

本报5月21日讯“长沙市普通
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今日再次开
放。 长沙城区小学毕业生参与九年
一贯制（或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
小学部直升， 以及初中特色学校招
生的需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
学报名系统”（rxbm.csedu.gov.cn)
进行报名， 一贯制小学直升报名时
间是5月21日9:00至5月23日18:
00； 初中特色学校报名时间是：体
育、艺术特色学校5月21日9:00至5
月27日18：00，外国语特色学校5月
21日9:00至5月23日18:00。

今年起， 备受家长关注的长沙
城区初中特色学校招生有了新规
定， 微机派位将被首次用到特色学

校招生当中。
据悉， 符合在长沙城区升学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按照自愿原则，根
据自身特色发展条件， 在规定时间
内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
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每个小学毕
业生只能填报一所外国语学校，区
属外国语学校仅接受本行政区内学
生报名。5月28日， 对超过特色招生
计划数的外国语学校， 统一组织进
行电脑派位，随机录取。6月1日前，
市教育局审定并下发特色招生预录
取结果。同时还明确提出，任何学校
不得组织文化选拔考试， 不得以特
色招生名义招收文化生。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杜绝“一车拉”，干湿垃圾不再“殊途同归”
长沙今年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目前终端处理设施已建成

辛苦分好类的垃圾，却被混装成一车拉走，那
分类还有什么意义？提及垃圾分类，很多市民都会
产生这样的疑问。

记者5月21日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获悉，长沙
今年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目前终
端处理设施已建成，将逐步增加专业运输车数量，
有效杜绝“一车拉”现象。

■记者 杨洁规

“今年是长沙‘垃圾分类
提升年’，长沙将加大力度推
动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走在
前列。”长沙市城管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长沙将
在各区县（市）基本建成以其
他垃圾（干垃圾）、厨余垃圾
（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
垃圾为基本类型的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体系。

目前， 长沙全市居民小
区已投放分类垃圾桶18万

余个，主次干道更换其他垃
圾（干垃圾）和可回收物两
分类垃圾桶7000余组，配备
分类运输车辆1100余台，改
造新建厨余垃圾（湿垃圾）站
82座。

今年， 长沙还将结合厨
余垃圾产生量的增长情况，
逐步增加厨余垃圾站和厨余
垃圾运输车的数量， 同时集
中为全市已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的633个社区各配备1台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车。

今年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在长沙市产生的生活垃
圾总量中，餐厨垃圾、厨余垃
圾等湿垃圾约占一半。

5月21日上午10时许，
在长沙市厨余垃圾 (湿垃
圾 )处理项目现场，各区的
专用转运车辆正进进出
出，十分繁忙。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 从全市各区收集
的厨余垃圾 (湿垃圾 )首先
将在这里破袋破碎、 压榨
脱水 ，经过水、渣分离后，
高浓度有机废水进行厌氧
发酵， 制得的沼气通过园
区沼气处理系统资源化利
用， 剩余废渣通过专用转
运车运送至市固废处理场
清洁焚烧和资源化利用。

从2012年起，长沙不断
在建设和完善垃圾处置终

端设施。 按照国家最新分
类，建设了处置餐厨垃圾的
长沙市餐厨垃圾处理场；建
设有处置家庭厨余垃圾（湿
垃圾）的长沙市厨余垃圾处
理项目；对于农贸市场果蔬
垃圾的其他厨余垃圾，采取
因地制宜，建成14处其他厨
余垃圾场内处理项目，处置
能力充足。

另外， 长沙有处置其他
垃圾（干垃圾）的固废填埋场
1处、清洁焚烧发电厂1处，日
处理垃圾约7200吨，末端能
力充足。有害垃圾回收后，则
运往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进行专业化、无害化处置，年
处置能力5.7万余吨。 同时，
对于可回收垃圾， 鼓励企业
参与回收再利用。

重污染天气亮“红警”，须停止拆除垃圾转运

今年起，长沙初中特色学校微机派位招生

环卫运输环节
基本杜绝“一车拉”现象

终端处理设施基本建成，处置能力充足

左图：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湿垃圾处理厂外景；右图：垃圾处理厂内转运车辆正在工作。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