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渣土处置许可台账
序号 发证日期 受理号 行政区 工程名称

方量
（方）

收取费用 证  号（批准文号） 工程地址 处置地点 有效期截止日 持证人（运输单位名称） 运输路线
受理
天数

备注

1 20220609 渣处字【2022】
第15号

大祥区
邵阳金山路下穿益湛铁

路（邵阳站）立交工程
12003.4 36010.2

邵渣处字【2022】
第17号

火车南站金山路 大祥区矿山复垦 20220708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公司

由火车南站高铁站经邵州路

、学院路至矿山环境恢复和

土地复垦项目回填

1天

2 20220616 渣处字【2022】
第18号 大祥区

邵阳市火车南站北广场

匝道、高架桥工程
2157.5 6472.5

邵渣处字【2022】

第18号

邵阳市大祥区火

车南站

檀江六甲社区和兴沙场复

垦
20220625 邵阳市双清鑫兴渣土运输有

限公司

由大祥区火车南站经人大路

、桃花路、236省道至檀江

六甲社区和兴沙场复垦

1天

3 20220628 渣处字【2022】
第19号 双清区

双清区石桥中心幼儿园

项目
11003.2 33009.6

邵渣处字【2022】

第19号
红旗河路 矿山环境恢复和土地复垦 20220717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邵水东路经湖口井路、学

院路至矿山环境恢复和土地

复垦

1天

4 2022.7.4 渣处字【2022】
第20号 大祥区 江南世家三期 14183.2 42549.6 邵渣处字【2022】

第20号
雪峰路 水电八局犬木塘水库平整 2022.7.24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雪峰南路经邵洲西路至  水
电八局犬木塘水库平整

1天

5 2022.7.8 渣处字【2022】
第21号 北塔区

北塔区南岗村电信公司

仓库工地
1190 3570 邵渣处字【2022】

第21号
北塔区097县道 西湖南路乾道桃园府 2022.7.20 邵阳市天一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

由092县道至邵西大道至邵

州西路乾道桃园府
1天

6 2022.7.15 渣处字【2022】
第22号 西湖社区 西湖社区危旧房改造 1072.5 3217.5 邵渣处字【2022】

第22号
江北西湖社区 学院路工地 2022.7.20 邵阳市启翔小型渣土运输公

司

由西湖社区至西湖路至学院

路工地回填
1天

7 2022.7.22 渣处字【2022】
第23号 双清区 福源路土石方工程 35771.538 107314.614 邵渣处字【2022】

第23号

双清区建设南路

旁
乾道南院 2022.8.14 邵阳顺诚渣土运输公司

由建设南路至桃花桥 ,桃源路

至乾道南院回填
1天

8 2022.7.28 渣处字【2022】
第24号 市区 市政公司 10350 31050 邵渣处字【2022】

第24号
市区 梅子井沥青油场 2023.4.30 邵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由全市至梅子井沥青油场 1天

9 2022.7.20 渣处字【2022】
第25号 双清区

邵阳中医医院岐黄综合

大楼项目
15713.5 47140.5 邵渣处字【2022】

第25号
双清区东大路 邵阳碧桂园二期 2022.8.19 邵阳市湘中渣土有限公司

由东大路至新华路至新华南

路至碧桂园二期回填
1天

10 2022.7.20 渣处字【2022】
第26号 大祥区 桂花小区 1751.7 5255.1 邵渣处字【2022】

第26号
学院路 珠江怡景湾 2022.7.27 邵阳航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学院院至湖井口路至新城

大道至珠江怡景湾回填
1天

11 2022.7.20 渣处字【2022】
第27号 大祥区

邵阳康复医院集资房工

程
2493.8 7481.4 邵渣处字【2022】

第27号
双拥路 水电八局犬木塘水库 2022.7.31 邵阳东湖渣土公司

由双拥路至邵州西路至水电

八局犬木塘水库回填
1天

12 2022.7.28 渣处字【2022】
第28号 北塔区

邵阳市冷链物流项目工

程
1364.9 4094.7 邵渣处字【2022】

第28号
中山路 药王谷项目 2022.8.3 邵阳市湘中渣土有限公司

由冷链物流工地至中山路至

药王谷复垦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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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2.7.28 渣处字【2022】
第29号 大祥区

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旧

城改造
2186.2 6558.6 邵渣处字【2022】

第29号

邵阳学院李子园

校区
犬木塘水库 2022.8.3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公司

由邵水西路至邵州西路至犬

木塘水库回填
1天

14 2022.8.18 渣处字【2022】
第30号 北塔区

酒厂北门山体滑坡抢险

工程
3798.1 11394.3 邵渣处字【2022】

第30号
中山路 田江保护圈回填 2022.8.22 邵阳市湘中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

由中山路至西湖北路至田江

保护圈回填
1天

15 2022.8.19 渣处字【2022】
第31号 双清区

碧桂园凤凰城土石方工

程
10664.6 31993.8 邵渣处字【2022】

第31号
碧桂园凤凰城 邵阳碧桂园二期 2022.9.13 邵阳航程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宝庆东路至新华南路至邵

阳碧桂园二期回填
1天

16 2022.8.19 渣处字【2022】
第32号 北塔区

中驰第一城道路加宽工

程
1025.2 3075.6 邵渣处字【2022】

第32号
中驰第一城 资州路磨石溪土方回填 2022.8.24 邵阳鑫兴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龙山路至北塔路至资州路

至磨石溪土方回填
1天

17 2022.8.19 渣处字【2022】
第33号 大祥区 宝庆府邸馨园二期 825 2475 邵渣处字【2022】

第33号
宝庆府邸 水电八局犬木塘水库回填 2022.8.24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双拥路至敏州西路至水电

八局犬木塘水库回填
1天

18 2022.8.19 渣处字【2022】
第34号 大祥区

乾道魏源壹号院三期工

程
12216.7 36650.1 邵渣处字【2022】

第34号
双拥路 乾道江山印月回填 2022.9.8 邵阳天一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人大路至紫霞路至乾道江

山印月回填
1天

19 2022.8.25 渣处字【2022】
第35号 双清区

神风动力公司拆除建筑

垃圾工程
4871.2 14613.6 邵渣处字【2022】

第35号
五一北路 大祥区祥溪水泥砖厂 2022.9.11 邵阳顺达渣土运输公司

由北塔路至宝庆路、西湖路

、207国道至祥溪水泥砖厂
1天

20 2022.9.14 渣处字【2022】
第36号 大祥区 邵阳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3078 9234 邵渣处字【2022】

第36号
敏州东路 犬木塘回填

2022.10.5 延 期

10.13 邵阳东湖渣土公司
由敏州东路至邵州西路至犬

木塘回填
1天

21 2022.9.14 渣处字【2022】
第37号 大祥区 南山美郡地基开挖工程 4372 13116 邵渣处字【2022】

第37号
西湖路 亮发建材回填 2022.10.5 邵阳市顺达渣土运输公司

由湖口井路至新城大道路至

亮发建材回填
1天

22 2022.9.19 渣处字【2022】
第38号 大祥区 迎春路土石方工程 5371.2 16113.6 邵渣处字【2022】

第38号
敏州西路 犬木塘回填 2022.9.29 邵阳湘中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敏州西路至雪峰路、邵州

路至犬木塘回填
1天

23 2022.9.21 渣处字【2022】
第39号 北塔区

北塔区学前教育渣土外

运工程
5863.5 17590.5 邵渣处字【2022】

第39号
北塔区芙蓉学校 恒大华府三期 2022.10.1 邵阳市湘中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

由云山路经北塔大道、龙山

路至恒大华府回填                                                
1天

24 2022.9.21 渣处字【2022】
第40号 北塔区

北塔区高撑小学渣土外

运工程
2118.6 6355.8 邵渣处字【2022】

第40号

北塔区税务局对

面
恒大华府三期 2022.9.28 邵阳市湘中渣土运输有限公

司

由西湖北路经龙山路至恒大

华府回填
1天

25 2022.9.30 渣处字【2022】
第41号 双清区

佘湖桥北匝道土石方工

程
1207.694 3623.082 邵渣处字【2022】

第41号
邵水东路马鞍标

邵阳碧桂园二期二标平整

回填
2022.10.15 邵阳东湖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由邵水东路经邵阳大道、邵

石南路、立新路至碧桂园二

期龙湾回填

1天

26 2022.9.30 渣处字【2022】
第42号 北塔区

北塔区白泥田片区生态

环境修复工程
14311.7 42935.1 邵渣处字【2022】

第42号

邵阳市北塔区白

泥田社区
雨溪桥矿山环境恢复 2022.10.30 邵阳市北塔昌洪渣土运输有

限公司

由西湖北路经魏源路、雪峰

北路、宝庆西路、敏州西路

、雪峰南路、邵州西路、学

院路至雨溪桥矿山环保恢复

复垦

1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