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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记者
从广铁集团了解到， 为满足旅客
出行需求， 中秋假期广铁集团增
开旅客列车共计78对， 其中高铁
动车组53对（含高铁动卧列车10
对），普速列车25对。（扫报眉右上
角二维码看增开列车详情）

据悉，中秋假期运输（9月12
日至15日,共4天）预计发送旅客
690万人， 同比增加72.4万人，增
长11.7%。据广铁集团客运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中秋假期客流成分
以短途探亲客流为主， 旅游流为
辅；客流流向假日前期以广州、长
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辐
射，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整体客
流较均衡，高峰较平缓。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徐婧

中秋假期
广铁增开列车78对

记者从长沙火车站获悉，今
年中秋小长假旅客运输从9月12
日启动，9月15日结束， 预计发送
旅客32.8万人。根据研判，短途探
亲客流主要集中在岳阳、常德、衡
阳、益阳、永州等周边地区；长途
旅游客流集中在北京、 上海、广
州、 成都等方向； 城际客流以长
沙、先锋、湘潭、板塘、大丰、田心
东等客流大站为主。

为全力满足旅客中秋佳节的
出行需求，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管
内临客22对，同比持平。具体临客开
行日期以12306网站公布为准。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甘丽莎

长沙加开管内临客2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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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么范服饰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7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2430103MA4
LUF8254；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3 执恢 39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
执行人蒋晓青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新开铺路 211 号富绿新
村 4 栋 106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08）第 025340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
条例》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被
扣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所有人、
管理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接受处理。 现
有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扣留的交通违法摩托车
1668 台。汽车 403台的当事人未
来接受处理，请相关机动车驾驶
人或所有人，管理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3 个月内，持相关手续
到长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受
处理。 逾期不接受处理的，车辆
将依法上缴财政部门统一处置。

特此公告
公告车辆明细请登录长沙公安
交警网站查询。 (网址:http: //csg
a.changsha.gov.cn/jjzd/)

长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 9月 10日

关于通知逾期未处理交通违法扣
留车辆的当事人接受处理的公告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疗

机构，现予以公示：名称：长沙天
心博雅士口腔门诊部。 类别：口
腔门诊部。机构性质：营利性。床
位（牙椅）：4张牙椅。 执业地点：
长沙市天心区甘塘坡路豹子岭
生鲜超市二楼。 诊疗科目：口腔
科； 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
（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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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岳阳金马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龙彪 13789016606

遗失声明
长沙诗睿办公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1月 28 日核发 91430103MA
4L2RPJ2A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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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艳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3198408250027，声明作废。
◆杨静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3198503143625，声明作废。
◆邱丽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3198501134215，声明作废。
◆刘宗梅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9198210101921，声明作废。
◆华文龙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2198503278232，声明作废。
◆赵文博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523198708230931，声明作废。
◆赵俊杰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12825199310173741，声明作废。
◆张英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62329199306014020，声明作废。
◆田丹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500241199505173124，声明作废。
◆雷秀珍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2198310014804，声明作废。

◆华海龙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0119830320531X，声明作废。
◆朱建伟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01198211282414，声明作废。
◆叶朝有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02198307272874，声明作废。

◆王莘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8198412010028，声明作废。
◆王晓红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1082198307091866，声明作废。
◆张敏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9198312196028，声明作废。
◆聂安卫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42826196509111454，声明作废。
◆陈奕志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526198201075312，声明作废。
◆王平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725197908071727，声明作废。
◆许舒婷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724199101060026，声明作废。
◆艾毅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511324198308134991，声明作废。
◆徐伟莲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825198511123920，声明作废。
◆朱洪广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722198301140314，声明作废。
◆钱小敏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522197802181020，声明作废。
◆郎速清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781198505101122，声明作废。
◆王桂培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11081198108170362，声明作废。
◆余昌武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2625197906210531，声明作废。
◆张智敏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3307261979020115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和恒贵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624MA4L9UJU0W）
和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
私章一枚（身份证号码：4306
241964091336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威马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301
02021935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省金航门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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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吉良，电话:13875718217

注销公告
长沙汇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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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 0731-88887498

◆刘双胜（身份证号，4304191973010
50575）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21063 号房产
证，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早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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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电话 15886409749

清算公告
衡阳市大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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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澎，电话 13974753752

遗失声明
安乡县万家灯火餐馆（识别号
43072119760912671401） 遗失
税控盘， 盘号 88990635307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沙海关驻郴
州办事处不慎遗失《海关行政事
业性收费专用票据》，收据编号：
A1101808021 遗失存根联已开
出收据联有效。《海关行政事业
性收费专用票据》， 收据编号:
A1101808023-A1101808029 共
7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贺氏特色果业专业合作
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龙爵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921
30，发票号码 0271394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天荣和兽药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
局 2008年 7 月 24日核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107
8119700316265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富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研究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龚静,电话 13975008239

遗失声明
湘乡市棋梓镇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22 份,
号码:175573202、175573203、
175573206、197922789、19
7922795、197922803、197922
812、197925293、204443161、
204443162、204443186、2044
50283、211966583、22951635
4、229516363、229516367、2
29516368、229516369、22951
6377、229516378、229516388
、229516390;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本,
号码:03900926-03900950,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一般缴款书
34 份 ,号码:033884002、120892
681、120892682、120892690 -12
0892700、114000262 -11400028
0；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
据(学杂费手工票)十本,号码:00
102501-00102750；遗失湖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
本,号码:06041376-06041400，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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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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肖宏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03006019,特此声明作废。

身份证忘带没法坐
飞机？在张家界机场，只
要微信扫一扫， 通过电
子临时乘机证明照样能
登机！

“系统人脸识别就能
生成临时身份证， 没带身
份证也能这么快办理值
机、过安检，这个服务真贴
心。”9月11日，由张家界飞
往上海的王女士因忘记带
身份证， 首次体验了张家
界机场电子临时乘机证明
系统后， 对这一服务赞不

绝口。“只需要我在微信小
程序中搜索‘民航临时乘
机证明’，进行身份信息的
填写和人脸识别验证后，
就可以生成个人专属二维
码证明。 凭此二维码就能
实现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的
人证核验， 整个过程只需
两三分钟。”

业内人士评价， 此举
大大方便了遗失或忘带身
份证的旅客， 也减少了纸
质临时乘机身份证明的资
源浪费。

忘带身份证？ 扫“专属码”照样乘飞机
9月15日，包括长沙机场在内的全国203家机场同步上线“民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

日前， 民航局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9
月11日，记者获悉，目前全国已有203家机场完
成了“民航临时乘机证明” 系统的设备安装调
试， 并将于9月15日同步上线正式启用系统，其
中，就包括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此外，记者留意到，早在9月1日，张家界机
场已完成身份核验终端调试， 成为全省首家正
式启用该系统的机场。

忘带身份证，微信扫一扫照样能登机

据悉，“民航临时乘机
证明” 系统由民航局2018
年组织研发， 由申办软件
与验证设备组成， 申办软
件登录方式有三种： 一是
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点击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二
是用微信扫描小程序二维
码， 三是在微信“城市服
务—交通出行”中点击“临
时乘机证明”选项。旅客登
录后按照提示步骤可以很

快完成申请， 提交后60秒
内即可获得电子防伪二维
码， 凭此二维码办理值机
手续和接受安全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 电子
临时乘机证明目前仅限使
用身份证购票的旅客乘坐
民航飞机时使用。 民航临
时乘机证明有效期为15
天。如果超过15天，则可以
再一次申办， 且不收取任
何费用。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有效期为15天

■记者 和婷婷

图片·新闻

本报9月11日讯 近日， 公安部
出台了租赁汽车处理交通违法的相
关政策，以后可以在网上处理租赁汽
车的违章了。

据了解，公安部发布的是《汽车
租赁期间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的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办法》，将先在
四川、江苏试点施行，年底前在全国全
面推行。神州租车作为国内最大的汽
车租赁企业，成为了实行《办法》的首
家试点企业。

随着租赁市场越来越火热，驾驶
员承租车辆时的违章也越来越多。承
租驾驶人大多数既不在违法行为地，
也不在机动车登记地， 没有办法按照
现行的程序处理汽车租赁期间的交通
违法，新办法的实施让一切变得非常简
单方便。《办法》显示，承租人可以通过
“交管12123”APP网上查询、自助处理
租赁汽车交通违法，免去多地奔波。对

未及时处理的，公安交管部门可将交
通违法记录转移到承租驾驶人名下，
减轻租赁企业运营负担。

此前， 神州租车与深圳交警就合
作推出了租赁车辆交通违法在线处理
业务，租车人可通过星级用户平台在线
处理深圳车在全国、全国车在深圳的交
通违法，6分以下的交通违法可以通过
手机App一键完成。 在深圳交警公众
号上注册星级用户，注册后会收到手机
短信，就可以随时查看违章信息。

神州租车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办法》真正做到了便民利企。消费者
在异地产生交通违章行为，即使已经
还车离开租车城市， 也无需跨城处
理，极大地减轻了消费者负担。与此
同时，对企业而言，可以减少因客户
违章行为而产生的问题，提升运营效
率，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
力和竞争力。 ■通讯员 吴芳

神州租车先行试点
可在网上处理租赁汽车违章了

9月11日，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东屯渡社区，
社区市民、空巢老人及志愿者欢聚一堂，共享百家宴。

记者 傅聪 摄影报道
共享百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