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暴雨蓝色预警区域
省气象台5月18日16时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 预计18日20时至19日
20时，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
郴州北部、永州北部、怀化、娄底将
出现暴雨。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域
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孕

灾条件，结合短期气象预报情况，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得出如下结论：自 5月18日20时
至19日20时，受降雨影响，湘中、湘
西南大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
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包括长
沙市岳麓区、长沙县东南部、宁乡
市、浏阳市，株洲市攸县、醴陵市，

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东
北部，衡阳市南岳区、衡阳县东北
部、衡山县北部，邵阳市邵东县北
部、新邵县、隆回县北部、洞口县
西北部、绥宁、城步西南部，常德
市桃源县南部， 益阳市桃江县西
南部、安化县，怀化市鹤城区、中
方县、沅陵县、辰溪县，娄底市娄
星区东部、双峰县、新化县、冷水
江市西南部、涟源市，湘西自治州
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等。

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区域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

会商得出如下结论:自5月18日20
时至19日20时， 受降雨影响，怀
化市西南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图片·新闻

内五区增设电梯
财政补贴10万元/台

《通知》指出，内五区
增设 电梯 财 政补 贴 10万
元 /台， 按照实际完成数量
进行补贴， 所需资金列入年
度财政预算。其他区县 (市 )
可参照制定相关补贴政策。
鼓励各企事业单位在政策条
件允许下出台增设电梯内部
补贴政策。

同时，长沙市住建局、市
市场监管局将面向社会定期
发布增设电梯设计单位、土
建施工单位、 房屋安全鉴定
单位、 电梯设备安装和维保
单位名录， 为群众增设电梯
提供更多选择和参考。

按照《通知》，申请人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
就增设电梯的意向和具体方
案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应
当由该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
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参与表决， 并经参与表
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
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
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书面签署
同意意见， 签订增设电梯项
目协议书等。

通过“红黑榜”等方式
强化监管

据悉，2021年长沙市既有
多层住宅将增设电梯1200台。
其中：芙蓉区增设200台，天心
区增设200台，岳麓区增设200
台，开福区增设200台，雨花区
增设200台，望城区增设50台，
长沙县增设50台， 浏阳市增设
50台，宁乡市增设50台。

2022年，长沙市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1200台。 其中：
芙蓉区增设180台， 天心区增
设180台， 岳麓区增设180台，
开福区增设180台， 雨花区增
设180台， 望城区增设100台，
长沙县增设100台， 浏阳市增
设50台，宁乡市增设50台。

此外， 长沙市住建局等相
关部门还将积极运用诚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 通过“红黑
榜”、“曝光台”等方式，强化对
增设电梯相关单位和从业人员
的监督管理，及时曝光、严肃查
处未办理增设电梯备案手续施
工、不按照标准规范设计、不按
照图纸施工、不文明施工、不按
照安全规范施工， 材质以次充
好、弄虚作假等行为。

据悉，《通知》自今年5月18
日开始施行，有效期5年。

■记者 卜岚

本报5月18日讯 5月18
日 ， 湖 南 省 重 点 建 设 项
目———长沙机场西南站坪二
期扩建工程顺利通过民航专
业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行
业验收。据悉，该站坪为长沙
机场专用货机坪， 该站坪的
投入使用， 将有效缓解长沙
机场机位不足的短板， 将进
一步提升长沙机场的运输保
障能力， 促进本场航空货运
业务量的快速增长。

本次行业验收由民航中
南地区管理局组织， 民航湖

南监管局、 湖南机场管理集
团、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
位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了行
业验收会议。

据悉，本次工程新建成了
6个E类机位（自滑进顶推出，
每个E类机位可组合为2个C
类机位）。 其中， 站坪面积约
14.2万平方米，站坪东侧新建
E类滑行道与跑道一平滑顺
接，同步配套建设助航灯光及
站坪供配电、消防、安防等配
套设施。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谭晓红 粟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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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持有的
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21年 5 月 10
日 ， 我分公司持有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381,306,863.69 元，其中本金 228,000,000.00 元、资金占用
费 27,250,000.00 元 、 罚 息 60,241,083.69 元 、 违 约 金
65,815,780.00 元。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物以及瑕疵等详
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对象不得属于人

民银行、 国家发改委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涉金融领域黑名
单。 处置方式：整体债权转让或部分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
付款或分期付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合同（协议）、法院判决、他项权证（不动产登记证
明）、 登记机关的登记簿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 张先生
（0731-84412731）、李女士(0731-84425992)。 通讯地址：湖南省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邮政编码：41000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1年 5月 1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受芜湖长豪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对我分公司代为转让的湖南省泰禹实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我分公司受芜
湖长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为转让的湖南省泰禹实业有限
公司债权总额 540,929,381.05 元， 其中本金 450,000,000.00
元、 利息 58,582,333.33 元、 罚息 26,807,797.12 元、 复利
5,539,250.60 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物以及瑕疵等详细
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对象不得属于人

民银行、 国家发改委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涉金融领域黑名
单。 处置方式：整体债权转让或部分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
付款或分期付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贷款凭证）、合同（协议）、法院判决、他项权证（不
动产登记证明）、 登记机关的登记簿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
人：张先生（0731-84412731）、李女士(0731-84425992)。通讯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 邮政编
码 ：410000。 分 公 司 监 察 审 计 部 门 联 系 人 ： 宋 先 生
（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9 日

三预警齐发，湖南新一轮强降雨“上线”
气象专家：未来一周为降雨集中时段，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

本报5月18日讯 根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5月18
日夜间至20日湘中及以南
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并伴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
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致灾风险高。

根据上述情况，5月18
日20时起， 省气象局应急
办、减灾处、观测处、预报
处，省气象台、气候中心、气
科所、信息中心、气象服务
中心、装备中心立即进入Ⅳ
级应急响应状态。

长沙、 株洲、 湘潭、衡
阳、邵阳、郴州、永州、怀化、
娄底市气象局根据实际研
判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湘西州、 张家界、 常德、益
阳、岳阳市气象局密切关注
天气形势， 做好气象监测、
预报、预警服务。

省气象局要求， 各单位
要严格按照气象灾害Ⅳ级应
急响应工作流程做好各项工
作，及时将响应情况报告省
气象局。 ■记者 李成辉

本报5月18日讯“众里寻它千百
度，它想几度就几度”！眼瞅着湖南立
了夏，今天是不是“冻成了狗”？更刺
激的是，今晚起至20日，全省又将迎
来一次强降水过程， 气温满减不说，
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对流性
天气。降雨最强时段是19日，受此影
响，湖南连发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三
道预警，小伙伴们注意防范。

连日来， 雨水可谓是湖南天气
的绝对主角，这一轮降雨结束，新一
轮降雨可能“无缝对接”。省气象台
预计，21日至24日受中低层低涡切

变、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自北向南还
将有一次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
其中22日至23日为降雨最强时段。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一周为降
雨集中时段， 重点关注和防御强降
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
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等灾害； 注意
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局地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 (含水上交
通)、设施农业、户外临时建筑、高空
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户外活动注意
防范雷电灾害。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林城

湖南启动气象灾害
(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5月18日，常益
长铁路竹叶塘线路
所，中铁十一局集团
建设者正奋战在施
工一线。当天，常益
长铁路全线首组高
速无砟道岔顺利完
成浇筑，标志着常益
长铁路建设成功进
入下一个阶段施工。

湖南日报·新湖南
客户端记者

唐俊 刘勇 摄影报道

长沙老旧小区两年加装电梯2400台
市住建局：内五区每台财政补贴10万元；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者将被失信惩戒

长沙机场专用货机坪顺利通过验收

延伸

5月18日，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局获悉，该局于近
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
电梯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1年长沙市既有
多层住宅将增设电梯1200台，2022年将同样增设电
梯1200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