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路地铁施工，韶山路近千棵树“搬家”
移栽不含名木古树，每棵树都有单独“身份证”，修剪是为了更好保持树木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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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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5869988

好消息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诚
邀有业务资源量或本人
有资深业务经验者成为
我们业务代办点， 享受
代办政策， 有意向可以
致电 13875869988。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9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镇鑫创安物流园 6 栋 4-
5 号安顺物流进行检查，查获一
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
输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牡丹
（软）”、“雄狮（硬）”、“白沙（软）”
等 23 个品种，共计 310 条，我局
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725、
0004726）。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接受调
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
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7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镇梨江物流园 C1 栋 5-6
号浙达物流进行检查，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包括“黄金叶（商
鼎）”、“和润（冬虫夏草）”、“云烟
（细支云龙）”3 个品种，共计 156
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4717）。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接受调
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
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9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镇鑫创安物流园 9 栋
13 号德天物流进行检查，查获
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芙
蓉王（硬）”1个品种， 共计 50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
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4724）。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
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
84011752）接受调查处理。若逾
期不接受调查处理， 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
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8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镇梨江物流园 C1 栋 1
号联广物流进行检查，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天子
（金）”、“白沙（软）”、“白沙（硬）”
等 14个品种，共计 294 条，我局
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723）。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
系电话：0731-84011752）接受调
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
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7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镇梨江物流园 C1 栋 5-6
号浙达物流进行检查，查获一批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长白山
（777）”、“天子（中支）”、“泰山
（心悦）”等 7 个品种，共计 217
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4718）。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接受调
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
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3 月 31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
县黄花镇大元东路与小康南路
交叉处对牌号为湘 ADC4817
的车辆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
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
烟草专卖品，包括“天子（金）”、

“贵烟（喜）”、“黄山（记忆）”等
53 个品种共计 1899 条， 我局
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63
8-0004646）。 请上述涉案物主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
县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
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
理。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
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
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4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榔梨鑫创安物流园 8 栋 27-
28 号铜宝物流进行检查，查获
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云烟
（紫）”、“白沙（硬）”、“芙蓉（软
红）” 等 25 个品种， 共计 427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
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
0004715、0004716）。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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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授权委托书声明
委托单位湖南新中制药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长沙雨
花区湖南环保工业园新兴路 109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0745909606K)于 2016年 5月 18
日和李先喜(身份证号:4304031
96802281536)签订的关于授权委
托李先喜代表公司全权处理工业
地产项目的有关事宜的授权委托
书。 现我公司声明如下:自 2022
年 3 月 31日起，解除与委托人李
先喜的授权委托关系，终止受托
人所有授权权利。 自本声明发布
之日起受托人李先喜不能代表本
公司在任何地方从事原授权委托
的工作，受托人所从事的任何工
作均与湖南新中制药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湖南新中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5 日

公 告
2022 年 04 月 11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长沙
县黄兴镇双鹿路鹿芝岭收费站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出口）一
辆车牌号为湘 AB8600 的红色
解放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检
查，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

“真龙（娇子）”、“双喜（硬经典
1906）”、“白沙（精品）”等 11 个
品种共计 590条，我局依法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
知书号码：0004764）。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
系电话：0731-84010742）接受调
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
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袁玲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104200762，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1042035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贝粮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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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荣，电话:13874112111

遗失声明
茶陵县贝粮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22420001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尊驭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备案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贰仟万元人民币
整减少为壹仟万元人民币整。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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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提供相应担保，并以书面形
式函告本公告。
本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
心区碧云路 60 号鼎泰坤苑第 14
栋 2单元 1104房-91
联系人：刘小红
联系电话：18670701288
湖南麓富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韶山路近千棵行道树“搬家”

4月24日，记者来到韶山路与城南路交会处，此
时道路上是另一番景象：中央花坛已拆除，行道树被
移走，立起围挡；而道路两侧的商铺前，数棵大树已
被去掉树冠，树池也被撬开。

附近商户透露，大树是近几天开始陆续移植的，
原先的电动车停靠点都没了大树遮阴。

张贴公告显示，为配合长沙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
工程（城南站）建设，进行树木迁移。还公示了《砍伐
城市树木审批许可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许可证》以及迁移树木“身份信息”。

地铁施工有严格的工序进度， 要先把路面的树
移走，进行管线迁改，然后才能进入围挡阶段。记者
了解到，轨道交通7号线的建设场地，在雨花区范围
内占80%，共涉及12个站台，而该区域内公共绿化树
木移栽数量多、地段长。

据统计，有971株胸径15厘米以上的乔木，1005
株胸径15厘米以下的苗木，要因此而“搬家”，这些迁
移树木中，不涉及名木古树，也没有珍贵树种，以香
樟、玉兰、桂花居多，预计今年5月底可基本完成。

为何要把树修剪成“秃头”？

“好好的大树，为什么一定要剪成‘秃头’？为什么
不能尽量保存原有树貌呢？”不少市民还有这类疑惑。

“这样做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持树木的水分。
我们采取裁冠修剪法及留冠修剪法， 视树木生长情
况、高度、冠幅进行树木修剪与养护等。”现场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经过这样修剪的树虽然难看，但最大程
度上提高了存活率，另外运输起来也比较方便，不会
影响交通。

雨花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曹锟
宇介绍，目前正是最适合移植树木的好季节，也是植
物生长活动力强、 生长能力和伤口愈合能力比较强
的时候，这时移植树木不容易脱水，存活率高。同时，
园林部门对树木的移出、移进实行挂牌台账管理，尽
最大程度保证树木成活率。

这些大树将搬去哪？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行道树都将得到妥善安置。
树形好、观赏价值高的树木移植至湘府路、黎托路、
公园、学校等区域，其余大部分乔木定点移至平阳南
路周边范围，总体面积约2万平方米。

“市民朋友不必担心，工作人员会把原土带到栽
植地，先把树木的土球用绷带打紧，防止运输途中出
现土球开裂。运到移植点后，再把绷带全部剪开，然
后用种植土包裹并浇水。”雨花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工作人员沈聪说。

另外，等到地铁7号线完工之后，韶山路上述路
段将恢复绿荫。

长沙市韶山路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行道树，为市民遮阴挡雨，深得市民
喜爱。近日，随着长沙轨道交通7号线各大站点的相继动工，部分路段的行道
树将大规模“搬家”。

4月24日，记者探访现场获悉，此次971棵胸径15厘米以上的乔木“搬
家”，是给轨道交通7号线在韶山路上12个站台建设让路。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高兴
扫码看视频

三湘都市报4月24日讯 今日上午，长
沙市知识产权宣传周暨首届长沙“优秀发
明人”颁奖仪式“云端”启动。活动通过在
线直播的方式，吸引了近百万观众在线围
观，畅享知识产权“云端”盛宴。

现场，《长沙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2020-2021年）》白皮书正式发布，亮眼
的数据见证了其高质量发展。

2020-2021年，长沙市累计专利授权
77586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42.36
件，新申请注册商标224780件，核准注册
商标158737件。两年来，长沙新增高价值
专利组合项目18个，布局国内专利834件，
产生经济效益累计100亿元以上。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长沙“优秀
发明人”颁奖典礼。为“优秀发明特别贡献
奖”“优秀发明人”“优秀发明团队”“优秀
发明学生”“优秀发明指导老师”“知识产
权教育示范学校” 等75个获奖单位和个
人、团队代表进行了表彰、颁奖。

据悉，今年长沙市以“尊重保护创新，
全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市建设”为主题，部署
开展2022年长沙市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宣传周期间，市直相关单位将集中开
展新闻发布、培训讲座、知识普及、专项整
治、走访服务等多项活动，推进知识产权
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在全市
掀起知识产权宣传普及的高潮，切实增强
社会公众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
造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文/图 通讯员 李莎

百万观众在线围观
长沙市知识产权
宣传周“云端”启动

4月24日， 施工人
员将长沙市韶山路的行
道树移走。

4月24日，2022年长沙市知识产权宣
传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