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今天上午，望城区大泽湖片

区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10个重点项目正式动工，望
城“一江两岸”区域协调发展
开启新篇章，步入快车道。

此次集中开工的10个项
目为“一江两岸”大泽湖片区
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包含一个
研发平台、一个学校、一个湿
地、七条道路。其中，研发中心
一期为片区重点项目，位于潇
湘北路与望江路交叉口东侧，
净用地面积45.86亩， 总建面
约6.78万平方米，拟打造为具
有世界视野、国际标准的城市
地标新名片。

湘江学校为片区配套提
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及场所。

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
项目范围北至香炉洲大桥，南
至荷塘撇洪渠， 西至金星北
路， 东至湘江大道景观道。净
用地面积约2855亩， 分为生
态湿地（南园）和强化湿地（北
园）， 定位为“滨水新城生态
IP”、“羽翼天堂、超级客厅”。

“三横四纵”7条道路中，
腾飞路、 永通大道新建段是

横贯东西，拉通大泽湖片区重
要交通主动脉；阅江路东临湘
江，纵穿南北，是研发中心项
目重要配套道路；南塘路以南
4条道路以湘江学校为中心，
形成路网，是教育资源重点配
套路网。

为加快沿江建设、跨江发
展，推动形成河东河西比翼齐
飞的生动局面，望城将“一江
两岸” 约185平方公里范围按
城市功能和发展定位分为8个
片区，除大泽湖生态智慧片区
外，还有以发展商务总部经济
为主的腾飞创新商务总部经
济片区，以健康颐养为主的斑
马湖健康乐活片区，以文体娱
乐为主的月亮岛文旅片区，以
及铜官文旅片区、航电书堂片
区、丁字中心-何桥片区、双桥
片区。 八大片区各美其美，丰
富了“一江两岸”的血肉，让这
座城区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吃柚子
的季节到了，酸酸甜甜的西柚，你爱
吃吗？注意咯，西柚会与多种药物发
生相互作用！

日前冲上微博热搜的一则新闻
报道称： 江苏常州60岁的王女士，平
时一直需要服用药物控制血压，吃完
柚子后竟引起低血压性休克，险些丧
命，经抢救后才总算转危为安。

常见的当季水果真的这么可怕？
今日，本报请来长沙市中心医院药学
部主管药师文丹丹，进行解疑。

葡萄柚，又称西柚。葡萄柚汁中的
重要成分如黄酮类柚苷、 和呋喃香豆
素 6’，7’-二羟基佛手苷亭等，通过抑
制肠中 CYP3A4介导的首过效应，使
某些药物的血药浓度升高， 造成疗效
与预期不一致、 不良反应增加等不良
后果。CYP3A4在小肠粘膜上的表达
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葡萄柚汁与药
物的相互作用同样存在很大的个体
差异。某些人服用一杯约200mL的葡
萄柚汁， 可导致血药浓度峰值升高、
药效增强或不良反应增加；而对另一
些人则观察不到类似的影响。

葡萄柚汁的作用可维持24小时，
即使在服药前几小时服用一杯葡萄柚
汁将使许多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
疗效或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朱文青

开电动车上湘高速，充换电将更快捷
明年春节前，湖南高速服务区充电桩数量将翻番达453个，另还有12个换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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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有
两室一厅房子出租， 精装修，家
电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全省范围内
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
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队
赶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遗失声明
衡阳市钧泷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衡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4 月
23 日核发 91430400MA4TA82E4U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思麦特英语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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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生，电话 13467580475

注销公告
宁乡市润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谢先生，电话 13467580475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银行耒阳市支行发给
耒阳市喜达教育培训学校的开
户许可证正本遗失,核准号为J554
7000434801，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1 年 11 月 10 日长沙三
龙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3800 万元
减至 10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联系方式：
15810925130，联系人 ：胡静

减资公告
长沙申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来资本
4440 万元人民币减至 3810 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谭艳
华，电话：18100739885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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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
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兴旺销售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20000000000
机构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
一路 598号
批准日期:2012年 05月 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88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4720591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 驾乘人员短期
意外伤害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
险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星沙众兴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80000000000
机构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申湘路 200 号申湘商务广
场 A 区
批准日期:2009年 03 月 02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5
发证日期:2021年 11 月 03日
电话:0731-8401959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
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110000000000
机构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
一路 602号
批准日期:2012年 05月 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4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4710958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 驾乘人员短期
意外伤害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
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
湖南申湘汽车天程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100000000000
机构住所: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申湘路 600 号申湘商务广
场 B 区
批准日期:2009年 03月 02 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3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 日
电话:0731-84069595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
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汽车天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60000000000
机构住所: 长沙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申湘路 500 号申湘商务广
场 B 区
批准日期:2012年 05月 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2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4877555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 驾乘人员短期
意外伤害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中
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汽车天衡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70000000000
机构住所: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申湘商务广场 F 区
批准日期:2009年 03月 02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1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487226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中
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汽车陆威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90000000000
机构住所: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湖南申湘汽车星沙商务广场内
批准日期:2009年 03月 02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90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678959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保险
中介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湖南申湘汽车众旺销售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5C1000030000000000
机构住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申湘路 200号
批准日期:2011年 08月 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0021389
发证日期:2021年 11月 03日
电话:0731-84877577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业务范围:代理机动车辆保险。

迁坟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 [2016]政国土字
第 1557 号审批单的批准， 征收
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大明村、
板塘村(现中青社区)、自安村、成
功村;青竹湖镇(现街道)广胜村
(现天胜社区)、 群力社区集体土
地 11.1891 公顷作为长沙市荷
莲路项目 (该项目本次在天胜、
中青社区实际腾地 1.0886 公顷
)。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发 布 了
[2021]030 号《征收土地方案公
告》。由于该项目工程建设在即，
红线范围内有少量坟墓急需迁
移，具体范围为:南起高压线、北
至青竹湖大道红线范围内(具体
位置以红线边沟为准)。 请位于
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从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二十日内，速与金
霞片区拆迁指挥部沙坪街道、青
竹湖街道分指挥部联系办理迁
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
坟，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联系人:李先生 18975199318(沙
坪街道)谢先生 13755136060(青
竹湖街道)。 联系地址：金霞片区
拆迁指挥部青竹湖街道分部、金
霞片区拆迁指挥部沙坪街道分部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福
区分局 2021年 11月 16日

【现状】
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频
次陡增

今年以来， 我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持续火爆。 越来越多的
人在买车时倾向于选择新能源
车， 这不仅源于新能源汽车的
性价比在不断提高、 用车成本
比燃油车低， 更有消费者将拥
有一台新能源汽车视为一种时
尚和潮流。据工信部数据显示，
1-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254.2万辆， 同比增长1.8倍，市
场渗透率达12.1%。

然而，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的高速增长， 用车时的充
电“痛点”也不时显现，尤其是
在节假日的高速上。 今年国庆
期间，就有车主反映，上高速服
务区充电时，排队时间长。

据介绍， 京港澳高速湖南
段投运了107个充电车位。而在
今年国庆7天长假内，这些充电
站累计提供充电服务超过一万
台次， 充电车次较国庆前一周
增长近四倍， 充电桩利用率由
平时的3.1%，增至13.2%。

【建设】
春节前 高速服务区充电
桩数将增1倍多

省能源局统计显示，截至
今年10月底，湖南注册充电桩
运营商201家， 建成公用充电
桩约3万个，换电站24座，其中
长沙已建成公共充电桩1.7万
余个。

湖南高速集团服务区经营
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省高速服务区217个充电

车位已投入运营。当下，换电站
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新
热点，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也已
建成10座换电站。

“目前，国网湖南电动汽车、
省高速公路集团、中石化达成协
议， 三方即将成立合资公司，加
速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布局。”
湖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协会会长
朱盛开向三湘都市报记者透露。

据悉，湖南即将启动高速公
路服务区充电桩建设二期工程，
在2022年春节前， 全省将在35
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增236个桩
位。届时，湖南高速服务区上投
运的充电桩数量将翻一番多，达
到453个， 换电站数量也将达到
12座。

【目标】
后 年 高 速 服 务 区 建 成
1000个充电桩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印发〈湖南省电动汽车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年）〉 的通
知》提出，到2023年，湖南省内
高速公路将建成充电车位共
1000余个，在G4京港澳等车流
量较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进一
步增加充电车位数量， 有效解
决节假日车主在服务区集中充
电的“痛点”。

“未来三年， 全省高速公路
服务区将形成‘车桩相随、布局
合理、智能高效、保障有力’的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朱盛开表示，
在节假日，移动充电车作为应急
措施也将派上用场，以保障高速
公路上过往车辆的充电需求。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胡锐

湖南高速长沙西服务区充电桩。 通讯员 供图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呈爆发式增长， 充电“痛
点”时不时显现，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

好消息来了！11月15日记者获悉，2022年春节
前，湖南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数量将增加一倍多，达
到453个桩位，另还有12个换电站。今后在节假日期
间，电动汽车上湖南高速，长时间等待排队充电的问
题或将得到缓解。

“一江两岸”大泽湖
片区项目集中开工

服药时
这种当季水果慎吃
它与多种药物有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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