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月22日是长沙全面启动电动自

行车整治行动的第一天， 长沙天心交
警已全面开启电动车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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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翊轩（父亲：黄继华，母亲：黄
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09819，声明作废。

◆黄雅乐（父亲：黄聪，母亲：欧真
调）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83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壹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营者：文栋梁）遗失长沙市
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月 10日签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3MA4LAHHX
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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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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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友良，刘满夫妇遗失儿子
贺志能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H430109411，出生医院：长沙
市望城区乌山街道第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声明作废。

◆曹嘉萱（父亲:曹远雄,母亲:黄
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82110，声明作废。

◆曹文博（父亲:曹远雄,母亲:黄
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37508，声明作废。

◆胡羽萌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证号 142430000300602，声明作废。

◆父亲：孙麒翔，母亲：陈盼盼遗
失女儿陈羽媱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T430034653，声明作废。

◆蒋鹏飞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430903003315，声明作废。

◆陈柏超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430903005129，声明作废。

◆王敏于 2021年 2月 5 日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2041983102
34017，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湖南君子之椒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
由 1000万元减至 200 万元。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
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王
昌熙，电话 13723878011

遗失声明
安乡牧原农牧有限公司遗失
2708 个生猪耳标，起止号码为
00945173-009478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西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5444002，声明作废。
◆周晶遗失由湖南省肿瘤医院
开具的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一张，票据代码：143060220，
票据号码：0001842970，金额：
16366，8元，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湖南
长沙浏阳 500kV 变电站第 2 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进行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
//www.hn.sgcc.com.cn�点击通知公告 -湖南长沙浏阳 500kV
变电站第 2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附件 1下载查看。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 0731-85605879
联系环评单位文工后获取查阅纸质报告书。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 浏阳 500kV 变电站站界周围

200m 内的居民； 评价范围外的其他群众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3、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hn.sgcc.com.cn�
点击通知公告 - 湖南长沙浏阳 500kV 变电站第 2 台主变扩建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附件 2下载查看。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并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88号；
联系人：唐工；联系电话：0731-85543952。
环评单位：湖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水电街 79号；邮编：410007
联系人：文工；联系电话：0731-85605879；
E-mail：hnxdhhs@163.com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 2月 23日—2021年 3月 8日

2021年 2月 23日

湖南长沙浏阳 500kV变电站第 2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正月初五， 当众人沉
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湖
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一科来了一位特殊的小
患者童童。“脑室出血，硬
膜下积液， 头皮血肿、颞
骨骨折……”仅3个月大的
童童究竟遭遇了什么？医
生详细询问后得知， 童童
父母自驾带上童童外出游
玩， 童童被爸爸抱在怀中
坐在后排的座椅上。 当车
子行驶到一个较窄的转角
处时， 突然与对面的车辆
发生了碰撞， 撞击后在巨
大的冲力下，童童直接从
爸爸怀中飞了出去，头部
受到剧烈撞击后跌落在
前排。 童童立刻哭闹不
止，父母立即将他送往当
地医院就诊，由于孩子出
现抽搐，病情危重随即转

入湖南省儿童医院治疗。病
情一度加重， 最终转入重症
医学一科救治。

管床医生曹建设介绍，
因为童童头部受到撞击，导
致脑室出血、硬脑膜下积液、
右颞骨骨折、 右侧颞枕部头
皮血肿等多处损伤， 病情危
重， 需要密切监测各项生命
体征的变化。曹建设表示，儿
童尤其是婴幼儿， 全身各器
官都没有发育健全， 一旦发
生剧烈碰撞， 受到的伤害也
会更加严重。“在缺乏安全保
护的前提下1个体重仅10公
斤的孩子， 就可以产生几百
公斤的惯性力， 即使再强壮
的手臂，也无法抱住孩子，孩
子可能会瞬间脱离大人怀
抱， 被抛出车外或撞上挡风
玻璃等， 后果更是不堪设
想。”曹建设强调。

本报2月22日讯 骑电动车
交通违法，不仅受处罚，还要接
受视频、 考试等方式的教育。3
月1日起，《湖南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将实施，今天，长沙
公安交警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
整治行动， 无牌上路、 不戴头
盔、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
为都将被处罚。

截至2月18日，长沙全市共
完成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电
动车临时登记 981243辆 ，目
前，“超标” 电动车临时登记已
截止， 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随时都可以上牌， 请市民及时
进行登记。

没号牌的超标电动车
不能再上牌

民警介绍，《湖南省电动自
行车管理办法》于2021年3月1
日起实施， 全面规范湖南省内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 销售、维
修、 登记、 通行及相关管理活
动， 明确了上路行驶的车辆应
悬挂合法有效号牌，驾驶、乘坐
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
安全头盔等规定。

长沙交警于2020年3月全
面启动电动自行车、 电动车上
牌， 其中电动车是指以电力驱
动、 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现行国
家标准的两轮道路车辆， 常被
称为超标电动车， 这类车上的
是黄色的临时号牌。 符合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为绿色号牌。

2019年4月15日起， 超标
电动车已禁止销售。 目前在门
店可合法销售的两轮电动车辆
只有两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
托车。 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需
持有摩托车驾驶证， 并且只能
到长沙四区县（市） 车管所上
牌，车辆要有行驶证和“湘A+
五位数”黄色号牌，必须购买机
动车交强险， 不能在长沙市禁
摩区域道路行驶。

截止到今年2月18日，长沙
全市共完成电动自行车注册登
记和电动车临时登记981243
辆， 其中电动自行车110628
辆、电动车870615辆。根据湖
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规
定，电动车临时登记按时截止，
系统已于2020年12月31日关
闭。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
将不能申领号牌， 不能上路行
驶。 此前已经申领了黄色临时
号牌的电动车可以上路行驶，

此类临时号牌有效期统一至
2023年3月1日终止。

电动自行车请及时上牌

民警提醒， 电动自行车应当
自购买之日起30日内， 到公安交
警部门各车管分所申请号牌，号
牌为绿色，“长沙+七位数”， 市民
需提供发票、合格证、身份证明等
材料。 该类号牌有效期为5年，自
注册登记之日起算。 车主可以在
有效期满前90日内申请延长有效
期，每次延长时间为1年。

市民可以下载“湖南省电动
自行车登记系统”APP，注册个人
信息，上传车辆资料，到车管分所
或网上申请核验车辆，领取号牌。
需现场申请的无须预约， 可自行
前往城区车管分所或四区县（市）
公安交警大队车管所， 目前长沙
城区有6个电动自行车登记点，
即：城东车管所、城西车管所、城
南车管所、城北车管所、万家丽车
管所、 中南车管所。 在网上申请
的，将由邮政人员上门核验车辆，
送牌上门。

即日起， 交警部门将针对电
动车未依法登记上路行驶、 不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闯灯、逆行、
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
格处罚， 同时采取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方式， 利用扫二维码进行
视频学习、 答题考试等方式使驾
驶人了解至熟知交通法律法规，
提升“安全头盔佩戴率”，提高广
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守法观念、
安全意识和文明素质。

■记者 虢灿

长沙交警严查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
管理新规下月起实施，还没上牌的抓紧了

爸妈怀抱成了“致命危险”？
儿童安全座椅不可忽视

本报2月22日讯 “孩子抱在怀里更安全。”
现在还有许多驾车出行的家长这么认为， 殊不
知，如此举动非常危险。记者今日从湖南省儿童
医院获悉，春节期间，长沙就有一名3个月大宝
宝，因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酿成惨剧，儿童安全
座椅的重要性再次引起大家的重视。

重症医学一科主任张
新萍表示，在乘车过程中，
儿童使用成人安全带、家
长怀抱婴儿、 儿童躺在后
排座椅上等方式仍是现在
的普遍乘车方式。

这些认知误区之所以
存在， 是因为很多家长认
为“把孩子抱在怀里更安
全、”“让孩子和大人一起
坐在副驾驶座， 更方便照
看”， 副驾驶有安全带、安
全气囊，是双保险”等等。
殊不知， 这恰巧是最危险
的乘车方式， 即使车速只
有20公里每小时， 若汽车
发生碰撞， 家长也无法保
护住孩子， 还会在背后挤
压孩子， 使怀中的孩子成

为家长的“人肉气囊”。
但如果安装了儿童安

全座椅，就可以在意外发生
时， 有效地约束患儿的身
体，并对患儿的头、颈部等
重要部位提供更好的保护，
大幅度降低儿童在意外事
故中的伤害。因此，重症医
学一科主任张新萍再次提
醒各位家长，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才是保护孩子乘车安
全的最有效的方式。带娃出
门自驾的家长应准备适合
自己宝宝的优质儿童安全
座椅，并将其放置在驾驶位
后排，让孩子单独坐在安全
座椅上，以正确的方式保护
孩子的乘车安全。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李雅雯

婴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重伤

儿童乘车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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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手机APP注册
验证人员信息

录入车辆信息，拍摄
上传车辆照片、来历
证明、合格证

APP 选 择 上 牌 区
域，将车辆开至上牌
地点验车

工作人员确认车辆

工作人员通过登记
系统审核资料、自动
编发车牌

产生电子行驶证

安装车牌、完成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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