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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建阳（身份证号 432930
19711024397X)遗失祁阳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证执法证，
编号 431121045，岗位：检察
员，声明作废。

◆蔡尉尉遗失湖南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书，编号为 10865
1201006003166，声明作废。

◆刘崇明遗失军人伤残证，证
号：湘军M0362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荷塘金山物业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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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二龙，电话 13574236538

注销公告
长沙国桥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经全体合伙人
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覃元
珍，电话：15074201881

注销公告
岳阳市君山莲都莲业专业合作
社经理事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登文，电话 0730-8273063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汝城
半云仙风电场工程。 2、 地理位
置：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盈洞瑶
族乡和延寿瑶族乡一带。 3、 工
程内容： 本项目共布置 25 台
2.0MW 的风力发电机， 总装机
容量 50MW，年上网电量 106.0
5GW·h； 新建 110kV 升压站一
处，用地约 6405m2；新建场内道
路约 25.7km , 进场道路直接利
用现有道路改造， 新建 31.5km
进场道路，改造道路 5.6km。 工
程总投资约 43868.19 万元。
二、 主要环境影响及防治措施。
本工程主要环境影响为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和噪声影响，预防或
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
施主要有：1、在设计阶段，风电
场的选址避开城镇规划区、自然
保护区、 森林公园等环境敏感
区。 2、选用低噪声的风机设备，
减轻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 3、对
于工程永久占地的道路采取硬
化措施、 空地采取绿化措施；对
施工营地等临时占地采取生态
恢复等措施。 在采取合理防治措
施后，上述影响可得到一定程度
的减缓，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和补偿。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要点
本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当地城市规划。 经环境影响预测
及评价，在采取相应环境保护措
施后，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满足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
保护目标的影响满足国家相关

汝城半云仙风电场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告

标准要求。 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本工程是可行的。任何单位或
个人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到建
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查阅项目环境
保护相关信息。
四、征求公众意见
若有与本工程环境保护相关的意
见和建议， 均可以按以下联系方
式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形式
反映，请在公告日后 10 日内与建
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
五、联系方式。关心环境保护的一
切个人、法人、机关和团体，可以
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取工程环境
保护相关信息
建设单位： 汝城鑫瑞半云仙风电
有限公司。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双
塔国际广场 B 座 15 楼
电话：18973102097 联系人： 廖先生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658 号
电话：0731-82256395 联系人：
周先生 邮箱：756361096@qq.com

2017 年 9 月 30 日

遗失声明
株洲市康美牙科器材有限公
司遗失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医疗器械生产产品登记表），
许可证编号：湘食药监械生产
许 20150055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水利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号 9143030018469234
6A）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9份，发票代码：4300164130，
发票号码：00742957-007429
65,金额总计 7816902 元，税额
总计 419623 元，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兴牛贸易有限公
司 2017 年 9 月 26 日股东会议
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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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军 ，电话：13807309005

◆鲁小妹不慎遗失座落于平江县
城关镇北街 222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平房改字第 1612 号，声明作废。

◆管家苇（父亲：管华平，母亲：江
淑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415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杰遗失由耒阳市国土资源局
核发的耒集用（2015）字第 C12
一 218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海鲜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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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凯，电话 15111138806

◆胡钰轩（父亲： 胡海力，母
亲：向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2579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君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
578608135R）遗失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徐衎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毕业
生就业协议书（三联）， 证号：
11710534006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不慎将交通银行
东风路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J55100141411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大新烟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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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伟 电话 13517414032

注销公告
株洲烨电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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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婷，电话 1800731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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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新邵岱山风电场工程位
于邵阳市新邵县，项目内容包
括：布置 2.0MW 风力发电机组
50 台，总装机规模 100MW，年
上网发电量为 19121 万 kW·h，
新建 110kV 升压站 1 处。 工程
总投资 87950 万元，永久用地
1.99 万 m2，建设工期 18 个月。
现委托编制环境影响文件，向
公众征求意见，具体内容请登
录环评单位网站查阅。
建设单位：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电话：0731-85893069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电话：0731-82256395
公示发布单位：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30 日

湖南省新邵岱山风
电场工程环境影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炎陵金紫仙风电场工程位于株
洲市炎陵县，项目内容包括：布
置 20 台单机容量为 2.5MW 风
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 50MW，
年上网电量 9229 万 kW.h；新建
110kV 升压站 1 处。 工程用地
14.66 万 m2；新建道路 2.5km，
总投资 40290 万元，总工期 12
个月。 现委托编制环境影响文
件，向公众征求意见，具体内
容请登录建设单位网站查阅。
建设单位：
五凌炎陵电力有限公司；
电话：13787155050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电话：0731-82256395
公示发布单位：
五凌炎陵电力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30 日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金
紫仙风电场环境影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大青山风电场二期工程位于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项目内容：共布置风机 17 台
3.0MW 风力发电机组，装机规
模 51MW， 年 上 网 发 电 量 为
94.75GW.h， 新 建 110kV 升 压
站 1 处。 工程总投资 44189 万元，
永久用地 13.006 万 m2。 现委托
编制环境影响文件，向公众征
求意见，具体内容请登录建设
单位网站查阅。
建设单位：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电话：0731-85893069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电话：0731-82256395
公示发布单位：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30 日

大青山风电场二
期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示

注销公告
湖南吉联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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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桥，电话 13337296668

◆罗红星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1224001289，声明作废。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今日获悉， 第十三届中国
（浏阳） 国际花炮文化节将
于11月3日-4日在浏阳举
行。届时，你会看到首次由
电脑芯片控制、生物可降解
的烟花，还会看到一场精彩
的国际音乐焰火大赛……

本届花炮节以“新生”
为主题，首次引入“众筹”
概念， 面向社会征集35家
花炮企业共同领衔主办。
届时将举行开幕式暨烟花
艺术汇演、 国际音乐焰火
大赛、 中国浏阳烟花爆竹
交易展示会、 烟花爆竹国
际标准颁布新闻发布会、
2017重点项目推介暨招商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湘欧
快线” 烟花班列运输研讨

会、 第五届湖南省烟花爆
竹新产品评比大赛、“国焰
生花” 摄影展、“我要上花
炮节”9大主题活动。

此次， 浏阳首次引入
潜藏舞台、 山水实景的舞
美概念， 通过“与世界对
话”跨屏点火仪式、山水融
焰实景舞台、1290平方米
网幕威亚焰火以及无烟艺
术喷花机等新型表达方
式， 实现科技与传统的互
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
花炮节上， 浏阳将首次推
出由电脑芯片控制、 生物
可降解的烟花， 进一步提
高花炮燃放的安全性和环
保性。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易守珍 王艳明

【现状】
房贷利率上调5%-10%

9月以来，长沙的房产调控
措施由“9.23”新政蔓延到上调
房贷利率。 根据金融搜索平台
融360的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9
月27日， 长沙首套房平均利率
达到5.17%， 相当于基准利率
4.9%的1.056倍， 环比8月平均
利率5.03%上升2.77%。

9月30日， 三湘都市报记
者就长沙多家银行房贷情况
进行调查， 发现首套房利率上
浮5%-10%已成为市场主流。
同时还有不少购房者由于房
龄、 房屋面积等原因获批的贷
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
浮了20%-30%。

工商银行伍家岭支行的崔
女士就表示， 除首套房利率上
浮30%至6.37%外，受目前房贷
业务规模的影响， 放贷时间也
无法保证，“有些客户上半年申
请的还没放款下来。”

“现在房贷额度有限，基本
都不接了，”北辰一家股份制银
行理财专员全正华建议申请消
费贷， 贷款利率为6.9%，“尽管
有禁令表示消费贷不可以进入
楼市， 但是放款下来你想做什
么别人也管不了。”

那么房贷利率浮动对刚需

购房者影响几何呢？ 三湘都市
报记者以长沙地区普遍上浮
10%计算，如果贷款50万元，30
年本息等额还款，较年初9折的
贷款利率， 购房者需要多支付
10万元， 每月按揭也从2507元
变成2805元， 每月多还近300
元月供。

【分析】
未来利率将保持稳定

对于下半年房贷政策的走
向， 多位专家似乎不能给出明
确答复。

湖南省金融法治研究中心
主任杨峥嵘认为， 目前长沙的
人口和经济总量与一线城市之
间还有一定差距， 但消费者购
房刚需较大， 因此在短时期内
长沙房价不会下降， 也不会产
生较大波动，“首付金额上调、
利率上浮， 各银行正在有计划
进行房贷规模调整， 长沙房贷
利率也将处于良性环境中。”

房贷趋严的基调不会发生
变化的观点与融360分析师李
唯一不谋而合。 他结合融360
环比数据预测，未来，长沙地
区首套房平均利率将会缓慢
上升至5.39%附近， 并保持稳
定，加上政策调控力度，未来
长沙地区房产交易市场亦将
保持平稳。

生物可降解烟花
下月亮相浏阳花炮节

随着“9.23”新政的落地，长沙楼市也正式进入限购、限
贷、限房价、限地价、限售的“五限”时代。在楼市调控再度升
级的情况下，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多家银行首套
房利率也上调了5%-10%，甚至部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房
贷额度已全面收缩，可按消费贷的利率申请贷款。

年初购首房还能申请9折房贷利率优惠，现在最低也只
能申请到1.05倍利率。房贷利率上调对消费者影响几何？往
后的房贷利率又会如何变化？

■见习记者 黄亚苹

9月份长沙首套房平均利率又涨了
升至5.17%，有银行已停房贷 专家：未来利率会稳中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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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30日讯 国庆、 中秋双节
将至，永州祁阳县日前启动了“电商创
咖进农村”、“一乡一品扶贫助贫电商
节”等系列电子商务进农村活动，为迎
接“双节”到来增添热闹的气氛。

祁阳县委书记周新辉介绍，祁阳县
委、县政府把打造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作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制定了
《祁阳县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并全面启动农村电子商务网点建设、平
台配套、人才培训等电子商务进农村的
系统工程，重点在祁阳县经济技术开发
区创建电子商务孵化产业园、以农村电
子商务为主体的“双创基地”。引进了省
内园区运营与管理品牌企业———金荣
集团入园，为园区提供产业招商、平台
建设、运营托管、宣传推广、教育培训、
创业辅导等多项服务。

■记者 丁鹏志

电商创咖进农村
为“双节”添彩

9月30日， 一名
申购家庭代表参与
摇号。当日，北京首
个 共 有 产 权 项
目———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的锦都家园
项目进行摇号。锦都
家园项目单套住房
的购房人产权份额
比例为50%，北京市
朝阳区住房保障事
务中心（政府产权份
额代持机构）持有剩
余50%份额。

新华社 图

共有产权
房屋摇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