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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3日讯 昨天
下午， 友阿股份与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在黄花综保区
六楼会议厅举行。 本次友阿
股份与长沙黄花综保区合
作，是黄花综保区推动“湘品
出境”和“万商入湘”的战略
性项目。

据了解， 友阿股份首期
将在黄花综保区内租赁1200
平方米的保税仓库， 同时在
长沙市区中心地带投资兴建

超过1万平方米的保税展示交
易场所，主要用于来自美国、意
大利、瑞士、法国、阿联酋迪拜
等国家进口的服饰、 箱包的展
销。通过海关有效监管，将展示
交易平台从综保区内延伸到综
保区外， 拥有与交易中心同等
的政策优势，同时还将“名品百
货”、“保税展示交易”与“跨境
电商”合为一体，采取“现场提
货”和“线下配送”相结合的经
营模式。

■记者 黄文成 通讯员 王兵

省质监局发布的《召
回计划》显示，此次常德益
翔实业有限公司为主动备
案召回， 产品品牌商标为
圣斯威尔， 召回时间为即
日起至5月6日。 据召回信
息显示， 本次召回范围内
的儿童推车因其在使用附
属配件后存在稳定性、产
品标志和使用说明不符合
标准要求等问题， 可能导
致儿童身体伤害风险。

据了解， 对于召回范
围内的儿童推车， 该公司
将通知消费者停止使用凉

席和网背带两种赠品配件，
并联系客户进行更换， 以消
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此前，常德益翔已于2月
7日起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
召回计划， 提示持有受影响
型号儿童推车的消费者停止
使用该推车上的赠品凉席和
网背带。省质监局标示，购买
了该品牌儿童推车的消费
者， 可登录该公司官网查看
使用的儿童推车是否为受影
响的产品， 并通过客户服务
热线等方式与厂家联系进一
步了解具体情况。

3000台儿童手推车不达标被召回
记者调查：推车产品五花八门，差价高达十倍 业内人士：挑选时应注意轻便性

“怀孕时母爱爆棚，买了个豪华推
车，但后来因为太重，孩子已经4岁了
还只用过3次。”家中女儿已经4岁的罗
女士告诉记者，5年前她花近千元购买
了一辆儿童手推车，但因该车太重，家
住楼梯房搬上搬下很不方便， 于是一
直闲置至今。

采访中， 多位年轻妈妈向记者表
示，因为在挑选手推车时缺乏经验，钱
花了但车用着也不顺手。事实上，在挑
选手推车时，也有一些方法。

上述儿童用品专卖店工作人员介
绍，不少家长对豪华的“高景观车”十
分青睐，但这类车型又大又重，在道路
不平或未装电梯的小区内， 以及外出
踏青等使用场景中并不实用。

她建议，如果孩子的年龄超过6个
月，从实用性出发，在挑选时应更注重
手推车的轻便性，“如果宝宝还在6个
月以内， 那么应该选择可以平躺的坐
卧两用车，因为此时孩子还无法坐稳，
大部分时候需要卧躺。”

记者还了解到， 一般儿童手推车
的使用年限在4年左右，铝管车架会比
铁管车架更轻便， 在推车较长的使用
期间内， 孩子的体重会根据时间发生
较大变化， 因此消费者要关注手推车
的性能、状态等变化，这样才能避免安
全事故的发生。

◆阮周围，43030219911228306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市农商银行遗失车牌为湘
c92198 的车辆登记证书，编号：
430001944417，声明作废。

◆孙祺皓（父亲：孙威，母亲：王
荣）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
L430524509，声明作废。

◆周韶思（父亲：周永大，母亲：刘
电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238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81
75060492X9）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凌晓仟（父亲：凌世才，母亲：黄
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M430622520，声明作废。

◆郑家（父亲：郑寿华，母亲：罗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182648，声明作废。

◆尹利平（身份证号：430122
197003020628）遗失联诚国际
城 C5 栋 105 房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自开）（发票代码 243
001001549，发票号码 400246
56，2011 年 02 月 19 日开具）
第一联发票联，缴纳购房款
603960.00 元，声明作废。

◆易紫灵（父亲：易风云，母亲：袁
玲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272532，声明作废。

◆欧宸言（父亲：欧春桥，母亲：管
正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250279，声明作废。

◆邓禹婕（父亲：邓典帅，母亲：房
小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71462，声明作废。

◆李睿芯（母亲：林丽群，父亲：李
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908057，声明作废。

◆吴雨诗（母亲：吴芬）遗失湖
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618509，声明作废。

◆冯贝贝（父亲：冯勇，母亲：曹苑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17817，声明作废。

◆何宛嵘（父亲：何艳，母亲：陈梦
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181243，声明作废。

◆姚培(父亲:姚文，母亲:向苏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A430169238，声明作废。

◆唐玉遗失购买金钻置业车位
收据一份，收据号:2018319 金
额:壹拾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星空花园餐厅遗失
由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6 月 1 日核发的证号为
430781197404080528 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 1 本，声明作废。

◆南华大学阳烨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610555203613,声明作废。

◆杨轩方（父亲：杨祥结，母亲：熊
玲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21167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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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名翔（父亲：康文海，母亲：郭
社伦）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346095，声明作废。

◆龚洁睿（父亲:龚广其,母亲:汤
婷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14030，声明作废。

◆蔡嘉煦（父亲：蔡世峰，母亲：袁
志妮）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J430463244，声明作废。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袁海
燕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143
00171001923，声明作废。

◆王小峰遗失湖南理工学院教育
英语专业毕业证(证号 1054312
00405000313)及学位证(证号:
105434040313)，声明作废。

◆龙仔潇（父亲：龙小东，母亲：肖
妹林）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46305，声明作废。◆廖星祺（父亲：廖龙海，母亲：

周向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193770，声明作废。

◆符姗姗遗失湖南工学院学
院三方协议书，编号 1181152
804300，声明作废。

◆刘梓阳（父亲：刘涛，母亲：易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823253，声明作废。

◆李妍萱（父亲:李霞，母亲:张
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43052，声明作废。

◆黄悦遗失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
管理号 2200324，声明作废。

◆谭扬帆（父亲：谭勇军，母亲：段
泽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055926，声明作废。

◆王维良(身份证号:43062319
8411235714)遗失报业文化城
(金地亚)高 16 栋 1803 房(合同
编 号 :201303991803) 房 屋 契
税 1 张，声明作废。

◆王臻（父亲：王英华，母亲：刘巧
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419035，声明作废。

◆刘琛（父亲:刘冬辉，母亲:丁根
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9925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中支遗失吉祥如意无忧
激活卡 59 份，流水号为 17432
2883836、174322883838-17432
2883850、174322883856-17432
28839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杨子大药房遗失由中国
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账
号 1915011009200099014，核准
号 J56940001757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悦禧阁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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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担保。 联系人：雷艳明 13787100666

遗失声明
湖南湖湘测绘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5910
28610B）遗失在银行预留的
老印鉴章（包括财务专用章和
法人代表肖玲玲的私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现启用新的预
留银行的印鉴章（包括财务专
用章和新法人代表周亚波的私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炎陵县吉利碎石场（普通合伙）
遗失炎陵县工商局 2015 年 7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225000003803；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
430225554912407；声明作废。

上周， 常德益翔实业有限公司向湖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即日起召回部分
2016年8月19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生产的
生产批号为Y69061ABC的儿童推车， 中国大陆
地区受影响的产品数量为3000台。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市场上，儿童
手推车市场产品五花八门， 价格从数百元至数千
元不等，除品牌外，还有各种功能的差异。那么，消
费者在选购时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记者 朱蓉

对有幼童的家庭来
说， 手推车可以看做是必
需品之一， 有着庞大的市
场需求。 记者在长沙市场
走访发现，如今市场上，儿
童手推车琳琅满目， 差价
最高超过十倍。

4月3日， 在友谊商店
的儿童用品专柜， 一款可
折叠的儿童手推车售价
1999元。据该店柜员介绍，
是该品类产品中销量最高
的产品。记者注意到，这并
非该品牌最贵的产品，一
款为二孩家庭设计的单双
座车售价高达4200元。

该名柜员表示，如今
的儿童手推车根据功能
和适龄儿童的大小有多
种区分，包括轻便车、景

观车、坐躺车等多种类型，
有的还具备高度防震 、可
快速折叠、 实现便携登机
等功能。

而在网络销售平台上，
记者发现， 儿童手推车的价
格相对便宜不少。 一款另一
品牌，在商品名中标明“可折
叠”、“四轮避震”的新生儿手
推车售价仅为189元；而另一
“可骑行” 的推车售价也仅
499元，与上述品牌产品差价
超过十倍。

记者还注意到， 除传统
手推车外，还有售价在200元
至900元不等的简易折叠为
卖点的“儿童三轮车”，儿童
不仅可乘坐， 还可模仿骑单
车的姿势进行蹬踏， 由家长
在后给力。

事件 或导致儿童身体伤害风险被召回

市场 花样繁多，差价达十倍

释疑

手推车该怎么挑？
不是越“豪华”越好

行业短播

黄花综保区“牵手”友阿股份
打造进口商品贸易消费新平台

本报4月3日讯 日前召
开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传来消息， 永清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罗启仕博士，作为主要完成
人研发的《城市再开发场地土
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关键技术
及其应用》 项目获得2017年
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项目通过十年左右时

间，研制了基于天然矿物的绿色
高效系列修复功能材料和车载
式模块化自动控制集成处理装
备，开发了基于生物炭的活化氧
化技术、强化气相抽提技术和原
位多相抽提技术等关键技术，有
效地解决了高黏性高含水率复
合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的技术瓶颈。 ■记者 黄文成

通讯员 丁当 缪周伟

永清环保总工
获土壤修复科技进步一等奖

4月3日，桂东县大塘镇中和
社区竹鼠基地， 饲养员正给竹鼠
喂食。 该基地建有竹鼠池1500
个，存栏竹鼠2000多只，为全县
唯一大型竹鼠养殖基地。2017年
带动560户贫困户养殖竹鼠，与
194户贫困户签订寄养协议，
2017年实现人均分红800元。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丹 摄影报道

竹鼠产业
推动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