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辟谣 长沙女孩天生“异瞳”
一只眼蓝色一只眼黑色
医生： 大部分先天性虹膜异色
症无害，不需治疗

省外抵长不满5天者不得进餐饮商超
长沙发布省外来（返）长人员防疫新要求：抵长后进行“落地检”，前三天每天一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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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汝城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年 10月 15日 17时，我局
执法人联合高速交警及邮政管
理部门在武深高速九龙江公安
检查站依法对一辆车牌号为鄂
AXX172的东风牌申通快递车
实施检查，从该车车厢内查获 17
个违法运输卷烟的快递包裹，该
批快递包裹的单号分别为：7731
87668460739、773187168167130、
773187168755509、77318716868
3475、773187159030442、773187
159254608、777110435037036、7
77110435092079、772018494286
655、772018501613530、7720185
01363653、772018417141548、77
2018504889935、7720185081450
15、772018508795709、77318716
6791951、772018428364210。 经
清点， 该批卷烟共计 355 条（7.1
万支），涉及牡丹 (软 )、真龙 (祥
云)、黄金叶(喜满堂)等 23 个品

规，因该批卷烟未随车附带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或其他有效证明
文件。 我局以涉嫌无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超量邮
寄）对查获卷烟立案调查（立案
号：汝烟立〔2022〕第 90、91、92、
93、94、95、96 号）。请货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汝城县
烟草专卖局稽查大队办公室（地
址：汝城县郴义路 180 号，联系
电话：0735-8222374 ）接受调查
处理。 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
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第二十条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
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汝城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 11月 25日

湖南省汝城县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22 年 10 月 14 日 16 时 30
分，我局执法人联合高速交警及
邮政管理部门在武深高速九龙
江公安检查站依法对一辆车牌
号为鄂 ABZ272 的解放牌重型
半挂式牵引车进行检查，从该车
车厢内查获 5 个违法运输卷烟
的申通快递包裹，该批快递包裹
的单号分别为：77318692791568
9、773186987568854、773186987
206955、773186988173365、7731
86987277565。经清点，该批卷烟
共计 131 条（2.616 万支），涉及
牡丹(软)、黄鹤楼(硬银紫)、双喜
(硬经典 1906)、长城(醇雅薄荷)
等 20品规， 因该批卷烟未随车
附带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或其他
有效证明文件。我局以涉嫌无烟
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
品（超量邮寄）对查获卷烟立案调
查（立案号：汝烟立〔2022〕第

86、87号）。请货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60 日内到汝城县烟草专
卖局稽查大队办公室（地址：汝
城县郴义路 180 号， 联系电话：
0735-8222374）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我局将依
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
处理。 特此公告。

汝城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 11 月 25 日

沈爱红遗失岳塘国际商贸城收
据 2 张 ，编号：2017033939、201
7033940；发票 1 张，编号：1820
5422，总金额 500189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泸溪县武溪镇高大坪村经济联
合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692000350101，声明作废。寻亲公告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长沙县春
华镇龙王庙村永丰组捡拾一名
女婴，姓名郭欣欢，于 2020 年
6 月 21 日出生，见报即日起 60
日内若无人与长沙县春华镇派
出所联系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
安置。 电话：0731-86380062

遗失声明
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盛支行遗失福祥借记卡（空
白卡片），凭证号码：6230901818
146681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展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市苏仙区汇仁社工服务中
心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1003MJ
K197478E。 为了保证债权人合
法权益，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请债权人以书面形式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由刘
佩珍、田野、段静静、曹荣洁组
成。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173532781
郴州市苏仙区汇仁社工服务中心

遗失声明
湖南晶秀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编号：430603100064
8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湖南福顺渣土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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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鹏 电话：13787055899

遗失声明
长沙巨精顺机电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盛地金云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2022 年 6 月 6 日开具的收
据一张，号码：8619365，收据金
额十万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百渡桥人力资源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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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平，电话:13135318652

注销公告
湖南齐家文化传播中心（普通合
伙）经合伙人会议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伙企业申报债权，联
系人:汪涤南，电话:15274894331

罗晨依（身份证号：430430424
199106260024）遗失衡阳绿地
高铁新城置业有限公司收据
三张，收据号分别为 0034880、
0034881、0034883，金额均为
160000元整，共 480000元整，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宸锐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预留印章一套，
声明作废。

三湘都市报11月24日讯 24日下午， 有一
张截图在网上疯传。截图显示，一名称为“长沙
公交”的微博账号发布信息称：“来（返）长人员，
5天内不要乘坐公交地铁”等内容。

截图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确有此事吗？
该截图显示，“长沙公交” 获得了“黄v”认

证，这让网友对其发布的信息又多了几分确信。
而事实上， 据记者从长沙市公交集团相关人士
处了解，截至目前，长沙市公交集团并未开通官
方微博账号。 记者登录新浪微博寻找到该账号
发现，“长沙公交”为长沙本地资讯博主，右下角
的黄V认证， 仅将该账号认证为自媒体创造账
号。而该条微博的第二张截图，则为长沙市公交
集团今年国庆期间发布的防疫要求。

长沙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于11
月23日发布的最新防疫措施显示， 省外和疫情
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人员抵长不满5天者，
不得进入餐饮服务、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有其
他确需外出的，要自觉规范佩戴口罩。其中，关
于公共出行方面，要求“未戴口罩不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并未提及“上述来（返）长人员，5天
内不要乘坐公交地铁”等内容。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疫情防控期间，注
意甄别信息，看清楚消息来源，一切以官方发布
的消息为准。

■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翊玮

日前，一则“长沙18
岁女孩天生‘异瞳’”的
新闻火遍网络。 网络视
频中， 女孩欧同学天生
一只眼睛为蓝色， 而另
外一只眼睛为黑色。女
孩直至慢慢长大后，才

接受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作为黄种人，拥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是重

要标志。为何视频中的女孩会出现一只眼睛
瞳孔为蓝色的情况呢？眼睛遇到怎样的情况
需要治疗？11月24日， 湖南省中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汤承辉向记者分析支招。

女孩的蓝色瞳孔是虹膜异色，不是病

为何女孩会天生出现蓝色瞳孔？汤承辉
表示，虹膜异色症是由于虹膜色素分布异常
所致。

“虹膜异色症不是一种病，而是人体组织
形态的不同表现。”汤承辉介绍，虹膜异色症
是指眼睛虹膜呈现不同颜色的现象， 分为先
天性和后天性两种。 先天性虹膜异色症形成
是自身基因组织决定的， 导致发育过程中虹
膜色素不同的分布，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无害
的。 而后天出现的虹膜异色症大多数是由于
炎症、外伤等原因导致虹膜色素脱失引起的。

视频中的欧同学虽然天生“异瞳”，但是
从小到大视力都是正常的。对此，汤承辉表
示，大部分先天性虹膜异色症的形成是无害
的，也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不需治疗。

虹膜炎症也可能造成虹膜异色，得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虹膜炎症也可能导致后
天形成的虹膜异色症， 会造成视力下降，甚
至造成失明，需要积极治疗。所以，当出现虹
膜异色症情况时， 最好到医院进行详细检
查，看是否存在活动性炎症。

此外， 白化病也会造成虹膜异色的情
况。 白化病患者的虹膜通常会呈现淡灰色、
浅褐色等。随着病情的发展，虹膜还可能变
成半透明状，并伴随视力减退。

对于这类患者，需要及时进行相关检查
和治疗，通常会建议患者佩戴带颜色的角膜
接触镜，以避免光线过多进入眼内，损伤视
网膜感光细胞。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陶艳 刘丹

具体通告内容如下：

一、省外和疫情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
人员应至少提前1天在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入
湘报备———入（返）湘人员报备登记”或“我的
长沙”APP及微信小程序“防疫服务-来长申
报”主动报备，也可电话联系目的地所在社区
（村）报备。全市各交通站场、公路防疫服务点
对省外和疫情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人员
查验报备情况。

二、省外和疫情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
人员抵长不满5天且“湖南居民健康码”为绿码
的，将在其“湖南居民健康码”“场所码”等展示
界面显示弹窗提醒。

三、省外和疫情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人
员抵长不满5天者， 不得进入餐饮服务、 商场超
市、农集贸市场、美容美发、洗（足）浴、室内健身、
歌舞娱乐、游艺厅、酒吧、网吧、密室剧本杀、棋牌
室、麻将馆等公共场所，不得参加人员聚集性活
动；有其他确需外出的，要自觉规范佩戴口罩。

四、省外和疫情严重的省内地区来（返）长
人员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来（返）长。
抵长后立即进行一次“落地检”，前三天每天一
次核酸检测（三天三检），第5天再进行1次核酸
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取消弹窗提醒。

五、全市各单位、经营主体等应严格按规定
落实入口扫码查码、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体温检
测、督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做好工作人员定
期核酸检测、设施环境通风消毒等。未戴口罩不
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不得进入医院、 交通站
场、商场超市、农集贸市场、机关企事业单位、文
化娱乐等公共场所，不得从事快递、外卖、家政、
餐饮、客运、会务、销售、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

六、对未履行以上疫情防控责任的个人、企
业， 引起本人被感染或疫情传播或有严重传播
风险的， 涉及个人和企业的核酸检测、 交通转
运、集中隔离、医疗救治等一切费用自行负责，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长沙市公安局关于依法处理违反疫情防
控规定行为的通告》（2022年10月28日发布）相
关要求，追究法律责任；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
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的，由纪检监察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来（返）长人员5天内
不能乘坐公交地铁？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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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
24日讯 省外来（返）
长人员防疫措施有最
新要求。 长沙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
挥部发布疫情通告，

省外来（返）长人员抵长不满5天，不得进
餐饮商超，健康码有弹窗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