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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自3·18新政以来， 长沙楼市
迅速降温。据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4月长
沙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139.8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2.23%。其中
长沙内六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93.9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1.21%。

同时， 长沙楼市成交价也一
直保持稳定。今年4月长沙全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6372元/平
方米，环比下跌0.76%，其中内六
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7364元/平
方米，环比下跌0.57%。而今年1月-4
月的成交均价也变化不大， 长沙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
为6369元/平方米、6346元/平方
米、6421元/平方米、6372元/平方
米，没有明显波动。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文德勇介绍， 为避免市民扎堆办
理，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特召
开紧急会议， 商讨解决办法，“二
手房转移有九成是中介运作，我
们要依靠中介的优势理性引导，不
让市民产生恐慌情绪。后期的操作
办法是中介提交名单备案，然后在
登记中心复核。复核之后，再确定
办理时间等事项， 分批有序办理，
具体实施办法将于近期公布。”

针对连日来窗口超负荷工
作， 不动产登记中心也推出了便
民措施。 据介绍， 为加快办事进

度，登记中心将调整窗口，其他业
务窗口也将积极配合， 以保证二
手房业务的办理量；同时，工作人
员也将延长工作时间，确保6月15
日之前， 为符合条件的市民完成
业务办理。

“5月20日之前，已签订合同
的购房者，可凭相关证明办理；不
在此次限购范围之内的，可在6月
15日之后再办理。”不动产登记中
心也提醒广大市民， 根据个人情
况合理安排时间， 尽量避免在高
峰时期扎堆办理。

■记者卜岚 实习生 黄灿花江柳

与中介公司达成协议，将按顺序分批办理

本报5月24日讯 “这绝对是
近期最好的礼物！”昨天，看到限
购补充规定的新闻， 陈女士一早
从湘潭就赶了过来， 想将一套
110㎡的“学区房”转入名下。但情
形有点出乎她的意料，“我5点10
分赶到房产交易大厅时， 门前已
经挤满了一堆人。”

昨日， 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
下发了《关于二手房限购政策有

关规定的说明》， 明确5月20日之
前已签订合同的， 可按原政策办
理，这让不少市民看到了希望。但
《说明》下发后，市民纷纷挤在了
第一天办理， 让长沙不动产登记
中心瞬间“爆满”。对此，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已与中介公司达成协议， 将有序
分流办理人群， 以确保符合条件
的市民都能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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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经公司监事会研究，决定召集
和主持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6 月 16
日 14：00 时。
二、会议地点 ：宁乡灰汤桃花
谷度假山庄会议室。
三、审议事项：
1、《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的议案》。
4、《关于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议案的具体内容，
股东可自公告之日起到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查阅。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须遵守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持本人身
份证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 10：00
时至 12：00 时到宁乡灰汤桃花
谷度假山庄会议室办理登记手续。

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2017年 5月 25日

注销公告
株洲市智群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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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郡 电话：13975335691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椒点食尚餐饮
店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七张，发票代码 4300161320，
号码 01069751、01069754、
01069755、01069757；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号码 05839801 -
05839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靖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遗失
湖南金之路医药有限公司开具
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为 4300164320，发票号码
141691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道和融城餐饮娱乐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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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丽 13787805001

注销公告
花垣县便民烟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石凤英 13762121972

遗失声明
花垣县便民烟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花垣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3 年 6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24NA000106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耒阳市润泰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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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潭浩，电话：15116884555

◆彭延勇，身份证号 4331271963
12040016，会计师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宏茂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11MA4L2J962E，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港湘置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616
75902R)在农行望城星城分理
处预留杨彦辉私章，声明作废。

◆谭桥深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
证，证号:43012219750605451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百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庞女士 0731-88333805

◆王俊遗失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医
学检验专业 13 届毕业生报到证，
证号:2016130383016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军兵变色龙家居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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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军,电话 18523023986

◆彭子萁（父亲：彭俊，母亲：贺
叶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429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鑫磊页岩砖厂（普通合
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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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元，电话 13707353056

遗失声明
长沙查克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5 年 3 月 10 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0104000130200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张芷淇（父亲：张清，母亲：
李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303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衡阳康善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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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霞，电话：18973486279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吉盈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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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芙蓉区五里牌街道五一大道 158
号和谐潇湘大厦 2013 号房。
联系人：李卓奕，电话 13875937519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留芳照相馆天马
公寓分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2 年 4 月 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0486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市雨湖支公司遗失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编码 :
000002430302，声明作废。

◆刘曈臻（父亲：刘华志，母亲：
秦丽文）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529560,声明作废。

◆谢煜欣（父亲：谢勇刚，母亲：
李惠）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30865,声明作废。

◆程雨寰(父亲：程泽良，母亲：
杨秀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F4303243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秋平遗失宁乡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3年 10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24600318760，声明作废。

公 告
李志刚与湖南省中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签订购房合同，购买宁乡
公园道 1 号 13 栋 6028 住宅，
因李志刚征信原因， 银行按揭
审批未通过， 限在公告后七日
内交清房款， 否则按购房合同
第 7 条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处理
并解除网签，特此声明！

湖南省中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5月 25日

遗失声明
湖南淘居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劳动路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12 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11000108681，声明作废。

◆谭娅琪（父亲：谭让，母亲：
王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69753,声明作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周雅芝报到
证 201212034200362，遗失作废。

◆田思雅（父亲：田彪，母亲：
喻湘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2264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福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宁
乡分公司遗失由宁乡县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3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4
MA4L32RT43，声明作废。

◆周碧娴（身份证号码：430723
199505250026）不慎遗失 2015
年 6 月 3 日湖南省财政厅颁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43
0723199505250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尚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1 月 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11000333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如是饰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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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丹，电话 13873144303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锋威烧烤店不慎
遗失发票领购簿，税号：2111
2219780804221801；增值税普
通发票 150 份，代码：430017
1320，号码：07079135-0707
9284；金税盘，盘号：44-66
1605559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生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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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权文 18973087309

遗失声明
长沙市日香茶业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
4320，号码 102409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楚楚皮具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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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光亮，电话 13272477772

注销公告
花垣县圣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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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勇，电话 18674301288

注销公告
株洲康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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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雄峰，电话：18673318916

遗失声明
湘潭品颂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
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303023528093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万顺花木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社员大会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合
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阳洁 13407478866

注销公告
长沙潘达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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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闽，电话：18684667802。

遗失声明
包澄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元分局 2011 年 5 月 13 日核
发的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02116000754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潇湘度假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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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再兴，电话 18975539709

注销公告
湖南亚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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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良，电话：17708433017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肖玲不慎遗失慈利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
16 年 3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8
21600194114，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一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王志远，13874845997

更正声明
2017 年 5 月 20 日《三湘都市报》
A07 版刊登的遗失声明中“冷
水江市亦兴国大药房”更正为“冷
水江市亦兴园大药房”，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景兰饭店不慎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3 年 3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 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4600293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左海明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5416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丰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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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连伍，电话 13017294205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遗失声明
陈 桂 兰 (430102340822052) 遗 失
人民新村 16 栋 202 房权证号为私
0106428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赶二手房限购时限，市民扎堆登记
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按顺序分批办理 提醒：尽量避免在高峰期办理

凌晨就开始排队
早上现场十分混乱

今天， 记者在不动产
登记中心看到， 登记中心
大厅黑压压地聚满了人
群。“凌晨1点就有60多人
在排队， 到下午4点半，人
群才逐渐消散。”登记中心
的保安告诉记者， 早上现
场十分混乱， 整个广场大
约有800多名市民， 为此，
他们特意抽调了5-6个同
事，一共15个保安，公安部
门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平时一天最多办理
250个号，今天办了320多
个！” 一位嗓音早已嘶哑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
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数量
已大大超过这里的承受
极限，“简直太恐怖了，不
属于限购范围的市民也
赶在了这个时间办理，每
个人都是一人多岗，满负
荷运转，连喝口水的时间
都没有。”

经过“5·20新政”的限
购后， 市民的心情较为恐
慌， 担心在6月15日之前，
无法办完手续， 纷纷赶着
在第一天办理， 由此也造
成了今天的拥堵现象。

4月长沙新建商品住宅均价6372元/㎡

距离上班还有近一小时的时
间，“百米长龙”就已出现在长沙不
动产登记中心门前。“还没开门，排
队群众集体向前拥挤，队伍中的喊
叫声也此起彼伏，就连大厅的玻璃
大门也险些被挤破。” 早上7点，市

民张先生看到这种情况， 马上折
回，准备等下午4点后再来办理。

“我早上6点过来，队伍已排
到马路边了， 甚至还有黄牛在现
场卖‘位置’，500多一个！”排到了
号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上班还差一小时就排了“百米长龙”

5月24日早上还没上班，不动产登记中心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