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0日讯“这种会‘掉
色’的大蒜叶能吃吗？”株洲市民易
先生向本报热线反映， 称在当地一
超市买了把大蒜叶回家， 结果发现
和网上流传的香葱掉色一样， 大蒜
叶也掉色。

市民：买到“掉色大蒜叶”

1月17日，易先生在位于株洲芦
淞区的株百超市山水店买了一把大
蒜叶，“买的时候看着挺新鲜的，结
果做饭时，意外发现大蒜叶掉色。”

易先生向记者展示的照片和视
频中，大蒜叶看似翠绿新鲜，但用纸
巾轻轻擦拭后， 纸巾上出现了蓝色
印迹。“大蒜叶子上好像有一层涂
料，好吓人。”易先生说，发现“掉色”
的情况后， 他不敢食用， 马上扔掉
了。

1月19日， 记者来到株百超市
山水店， 用纸巾分别擦拭在售的大
蒜叶和香葱，发现有掉色现象，纸巾
上沾上了浅蓝色。

超市负责人表示， 超市内的蔬
菜均通过正规途径采购， 且有批发

市场出具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报告
单，“我们也希望查清大蒜叶、 香葱
‘掉色’的原因”。

专家：洗干净后可放心食用

大蒜叶、香葱“掉色”是什么原
因？对人体是否有危害？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
授李晓刚介绍，香葱、大蒜叶本身是
不会掉色的。香葱、大蒜叶生产环节
可能会使用无机杀菌剂波尔多液，
其成分为碱式硫酸铜， 可有效阻止
孢子发芽，防止病菌侵染，并能促使
叶色浓绿、生长健壮，提高作物抗病
能力。波尔多液具有水溶性，可以用
流水清洗、 手搓或浸泡的方式去除
表面滞留物。

“即使市民在食用过程中不小
心摄入部分波尔多液， 也不用过度
恐慌。”株洲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
科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波尔多液是
一种低毒的杀菌剂， 属于无机铜元
素，毒性较低。以市民每日对葱蒜类
植物的食用剂量而言， 剂量并不足
以对身体构成威胁。 ■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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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报名条件有变，免试范围扩大
今年不再实行院校签约和学校推荐制，全省统一下达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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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方案》，2021年，全
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
招生工作不再实行院校签约和
学校推荐制， 全省设立统一的
“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信息管理平台”，统一下达“专
升本”招生计划，公布招生专业
范围和具体报名办法，招生录取
数据统一归口管理，考试录取工
作仍由本科学校自行组织。

《方案》明确，将扩大免试
推荐录取范围。高职（专科）应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以下奖
项的具有“专升本”免试推荐资
格：1.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能
大赛一类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的一、二、三等奖；全省
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一等奖；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金奖、银奖。2.在部队
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
誉的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或
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2020
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

同时， 将实施两类专项计
划。 一是落实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的录取比例不低于所在专业的
录取比例， 且不高于所在专业
录取比例10个百分点； 二是凡
就读期间应征入伍服兵役，退
役复学后完成高职（专科）学业
的 2021�届高职（专科）应届毕
业生或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
2020年退役的高职（专科）毕
业生， 录取比例由本科学校确
定，但不得低于60%。

公 告
湖南明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批准，换发《保险兼
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编码：430121750635283000
营业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
道黄金塘社区东升路 46 号综合
楼一楼
固定电话：0731-86914314
发证日期：2020 年 12 月 30 日，
有效期至 2023 年 05月 26日
许可证流水号：0700500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对《洞口至新宁高
速公路龙井互通及武冈机场
连接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网络链接及公众意见表下载
地址： http://www.hngs.net/ta
bid/70/Default.aspx
如需查阅纸质版，请前往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井莲路 397 号
紫金国际 2 栋 19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可能受
本项目影响的居民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5873191533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 联系人：赵工
电话：0731-82256395

18684936803
电子邮件：1448993409@qq.com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0日

洞口至新宁高速公路
龙井互通及武冈机场
连接线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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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一百五十三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 现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
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2114 室
房产、 过户至买受人王桂英名
下; 将产权证号为:715164307
的房屋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
20170018981、20180296563 上的 4
栋 2114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一百三十一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 现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
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216 室房
产、过户至买受人李静平名下;
将产权证号为:715164319 的房
屋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 20170
018981、20180296563 上的 4 栋
216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一百四十二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1117 室房产、
过户至买受人李艳萍名下;将产
权证号为:715164079 的房屋所
有权证及他项权证 20170018981、
20180296563 上的 4 栋 1117房
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39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赵国忠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蒋家垅 025
栋 203 号的房屋、相对应的产
权证号为 ：00450981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05）第 039453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20180401279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576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谭伟红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沙湾路 289号运达
中央广场 2栋 1601 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3823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576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周建国、梁伟
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象嘴路
166号含浦家苑 3区 5栋 1702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 713021329
号、713021330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2）第 076492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90201279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304 执 190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陶霞名下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沐风路 19号梅溪青秀
和园二期 2栋 505室房产、产权
证号为 20190116116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他项权证编号
20190109786 一并公告作废。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安乡县粮食局办公用房土地使
用权证 [安国用 1990 字 1769
号]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农村公路管理站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 20 份(直接缴款单本）：湘财
通字 [2014]号码为 ：159133889
-159133890,湘财通字 [2015]号
码 为 ：198034941 -198034946,
湘财通字 [2015]号码为 ：19803
4949-198034960；另遗失湖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26 份：
湘财通字 [2016]号码为 ：07819
585-07819585，湘财专字 [2014]
号 码 为 ：01591601 -01591625；
以上编号的票据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
法院（2020）湘 1003 执恢 39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古曲南路 188
号中隆国际御玺小区 7号栋 D-
2402 号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的
其他权利归买受人曾金良所有，
将产权证号为 712077127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
（2012）第 034925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116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周知龙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242
号华景苑 1栋 3019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1196309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13）第 000625 号 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 号 为 ：20190017223 号 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5969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李由付、伍迎春名下
共有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陡岭路
152 号景致雅苑 3 栋 706 房屋
的证号：20190147348、20190147
349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相对应
的证号为 20190128299 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101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杨武香名下房
屋位于长沙市万家丽中路一段
289 号橄榄君庭 2 栋 1403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715039843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15）第 119811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 ：515011375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司于 2021 年 01 月 29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拍卖礼
品（金银币、纪念册等）一批。 请
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竞买保
证金： 1千元/个（以银行到账时
间为准）。展示、报名时间：01月
21日-28日 9：30-16：00。展示、
报名地址： 长沙市东风路湖南
汽车城。 联系电话：
13548567030、13874804572。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公 示
长沙市开福污水处理厂 2020 年
正常生产运行 362天，全年安全
生产零事故，共处理污水 8901.0
731 万吨，出水水质稳定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 准》（GB18918 -2002）一 级
A 标 准 ， 产 生 污 泥 37597.26
吨运至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
处理场进行安全处置。 年耗电
量 1657.0560 万度 ，消耗脱水
药剂 22.35 吨，除磷药剂 4106.0
55 吨，碳源 883.012 吨。 政府
拨付的污水处理费能保障各项
生产成本开支。
湖南鑫远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0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
020）湘 1382 执 1928 号之一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刘琴名下的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岳麓区看云路 111 号
璞丽景园 6栋 603 号不动产房
屋、产权证号为：20200333465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200308451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

本报1月20日讯 许多高职学生都有个“专升本”的梦想。今天，《2021年湖南省普通
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出炉。不再实行院校签约
和学校推荐制，全省设立统一管理平台、扩大免试推荐录取范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有专项计划……《方案》提出了多项新规。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心滢

《方案》明确，6月1日前，
本科学校完成所有组考工
作。 具体考试科目由本科学
校自主确定， 考试科目不得
少于3门，其中专业课和专业
基础课须各考1门。 考试期
间， 省教育厅将派出巡考员
监督、检查考试实施情况。

6月15日前，本科学校将
拟录取名单在校园网进行公
示（不少于7天）；6月30日前，
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不予
以录取。

在学籍管理方面 ，《方
案》提出，高职（专科）学校应
按有关规定给符合毕业条
件的学生发放专科毕业证
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进行专科学历证书
电子注册。

同时， 要严格按照教育
部和本科学校的有关规定对
“专升本” 学生进行学籍管
理。“专升本” 学生直接进入
普通本科三年级学习， 入校
后不得转专业和转学， 不得
采取非普通全日制学习形式
就读普通本科。在本科学校学
习两年（本科学制为五年的专
业学习三年）， 修完本科教学
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
求的颁发本科毕业证书。

和往年“专升本”报名对考
生学习成绩排名有要求不同，
《方案》明确，凡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今年6月30日前能取得
毕业证书的2021届高职（专
科）应届毕业生；或者毕业当年
应征入伍并于2020年退役的
高职（专科）毕业生，均可报名。
每位报考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可网上填报1所本科学校的1个
相同或相近专业。

3月16日-25日，符合报名
条件且有意愿的学生登录“湖

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
管理平台” 注册并完成网上报
名，逾期不接受报名。其中，毕
业当年应征入伍并于2020年
退役的高职（专科）毕业生须于
3月1日-12�日（仅限工作日）持
本人身份证、专科毕业证书、士
兵退役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到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
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现场提交
报名资料。4月10日前，高职（专
科） 学校在网上审核所有学生
报名资格并提交确认。

报名 3月16日-25日登录平台网上报名

免试范围扩大，两类毕业生有专项计划 考试改革

6月1日前完成组考
直升本科三年级

一擦就掉色，这样的大蒜叶能吃吗
专家：是种杀菌剂，洗干净后可放心食用

易先生购买的大蒜叶一擦就掉“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