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改

出现问题的房屋如何处
理？今年3月，“湘江明珠”项目
的开发商召集了包括原设计
单位、 建设单位在内的多方
专家， 针对目前的房屋整改
方案进行商议， 初步形成了
“钢板包夹” 加固处理方案，
对所有楼盘主体进行采集实
验模块、 实验室实验等技术
检测， 局部混凝土强度不足
的部位， 用钢板包夹后再立
模灌浆加固。

颜中华强调， 该方案只
是初步设想， 必须通过专家
论证与原设计单位的认可后
方可执行。

还没入住的新房就出现
这样的问题， 不少业主显得
格外担心。 因为从各地反馈
的信息来看， 混凝土强度不
足造成的事故并不在少数。
2017年3月30日， 长沙市天心
区暮云经开区发生一起较大
坍塌事故， 造成3人死亡、1人
受伤， 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
原因就是混凝土配送企业的
产品强度不达标。

“就算不会出现坍塌事
故，混凝土强度不符合设计要
求，也会导致楼体外墙出现裂
缝、渗水等情况。”有部分业主
认为，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对
于出现质量问题的建筑，相关
方面有权要求推倒重来或重
新改变楼盘设计。

“该怎么处理， 目前还没
有定下来。” 衡东县建设局表
示， 目前当地已经邀请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大楼进行系统
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会给出
一个比较周全的处理意见。

问题房屋如何加固处理
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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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安全隐患
21层在建商住楼被叫停

今年2月， 衡山的黄先生在
位于衡东县新塘镇的“湘江明
珠” 商住楼项目购买了一套120
余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地处衡
东，但这里与衡山县城仅一江之
隔”，黄先生说，由于交通方便、
价格便宜，到衡东县新塘镇买房
成了不少衡山人的选择。

距离交房的日子越来越近，
业主们却等来了一个坏消息。从
今年3月初开始，“湘江明珠”项
目的工程突然停了下来，几乎同
一时间，“房屋安全有隐患，被责
令整改”的消息不胫而走，这让
业主们焦虑不已。

4月11日，记者随黄先生来
到“湘江明珠”项目施工现场，
工地内只有少量工人在进行外
楼辅助工程的施工。 一位工人
告诉记者，“湘江明珠” 项目规
划有6栋大楼， 占地面积1.6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
米，目前在建的有3幢，已经全
部封顶。

在不远处的“湘江明珠”项

目工程部，记者只看到了一位值
班人员。对于目前工程的施工情
况，他显得十分谨慎，“相关问题
正在协商和处理当中，暂时不便
对外透露”。

一位材料供应商告诉记者，
“湘江明珠”被“叫停”的原因是
混凝土块抽检出了事，“强度不
达标，问题没有搞清楚，谁也不
能继续施工”。

偷工减料？
混凝土强度不足疑被“注水”

衡东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证实了上述说法。当天下午，站长
颜中华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县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下发的《停工通
知书》， 通知书显示，“‘湘江明珠’
项目的2栋3栋两处工程，因局部混
凝土构件经检测未满足设计要求，
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 被责令
停工。”

颜站长介绍，2018年2月27
日，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在例
行抽检中发现，“湘江明珠”两处
样本混凝土异常，“当场就下达
了停工通知书。”

“混凝土的强度不足， 会使
混凝土碳化深度增大，降低了混
凝土的使用寿命，影响结构的安
全性和耐久性。” 衡东县建设局
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分析，混凝土
机件强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水
泥含量偏低，“具体的调查还在
进行当中，如果发现有偷工减料
的现象，将严惩不贷”。

采访中，一位资深的建筑工
程人员表示，向配好的混凝土内
加水也会导致强度不足，这在施
工过程中并不少见。“混凝土比
较稠，现场施工操作就难，搅拌
站和建设方会形成某种‘默
契’”。

赔本赚吆喝？
涉事搅拌站被指搞低价促销

“湘江明珠” 项目的混凝土
供应商是衡东县一家名叫盛世
商品混凝土的搅拌站。记者查阅
资料发现，这是一家证照齐全的
商品混凝土公司。

涉及到商业机密，盛世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湘江明珠”
项目签署的购销合同记者不得

而知。采访中，当地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近来‘盛世’为抢占市
场在当地搞低价促销的做法引
发行业的不满。”

该业内人士介绍，商品混凝
土市场的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已
经十分有限。以C30混凝土为例，
目前的市场价格基本在每立方
米350元左右，“如果说这个价格
企业还有点利润的话，必须加强
管理，从成本中抠”。

奇怪的是，在衡山和衡东两
地不少工程的竞标过程中，盛世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都将价格
压到了每立方米320元左右，这
种“不惜血本”的做法，也被圈内
人戏称是“赔本赚吆喝”。

“建筑商品混凝土供应市场
低价竞争的混乱局面，必须引起
有关部门的警惕和重视。” 湖南
省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协会
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商家肯定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如果把价格
压到低于成本价，必然就会在材
料和工艺上面“做些文章”，以次
充好， 采用价格更为低廉的材
料，牺牲的当然还是混凝土的质
量和工程的质量。

21层在建楼被“叫停”，混凝土有问题？
事发衡东，抽检混凝土强度不足，供应商被指搞低价促销，偷工减料

遗失声明
桑植广宇建材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桑植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9200
0111902，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我单位不慎遗失由中国人民
银行永顺县支行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一本，核准号：J56970
00118901，编号：5510-000173
73，开户银行：永顺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石堤信用社，账号：93
070001467451158012，特此声
明作废。
永顺县石堤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站

2018 年 4 月 18 日

◆周明原（父亲：周江永，母亲：
唐玉秀）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06256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公爵汽车人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元分局 2017 年 12 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11MA4P
8K9E7Q；遗失中国银行株洲市
泰山路支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20005243701；遗失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
02110052437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淞北市场二期一楼 30
号宋英遗失芦淞区国税局核发
的国税证正副本，税号：4302811
9871020562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淞北市场二期一楼 29
号宋英遗失芦淞区国税局核发的
国税证正副本，税号：4309811984
0103302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标准件厂遗失湖南省衡
阳县国、 地税税务局换发的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430421185281098，声明作废。

◆邹清篪（父亲：邹辉军，母亲：李
丽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873743，声明作废。

◆唐业亚遗失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证,编号
1304112011060013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力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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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敏 电话：15111211772

注销公告
慈利县慕圆香油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宏明 电话:13367447899

遗失声明
湖南梦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6 年 7 月 18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MA4L5H0N5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梦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先导区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
5193701；遗失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周配）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旺润和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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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利新，电话 13396569990

遗失声明
长沙航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30102068216
801K）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5 份，发票代码：4300171320，
发票代码 27651242、27651243、
27651244、27651246、276512
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道县万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112457
6570022W）遗失公章一枚;遗失开
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道县支行五
星分理处 ，账号为 1872660104
0000612 银行预留印鉴卡一张，
声明作废。

◆张淑华(身份证号码:430111
193602171826)遗失红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证，证号:
1100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欣联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新宁县工商局 2016 年 11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6
55300920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永鑫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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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远勇，电话：18674419371

遗失声明
岳阳广源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平
江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6260791
757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小沙江镇天华石材厂
(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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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卫华，
电话：15580799818

◆刘衍曦(父亲:刘志军，母亲:徐婷)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984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白坡柑桔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允兵，电话 15274463819

遗失声明
慈利县老家吊锅餐馆遗失慈利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4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821MA4LHLF7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东洋渡柑桔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12 月 1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3430821352828522N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名桂花卉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卓从刚 13574418110

◆彭晋新遗失安乡县深柳镇安国用
（2003）1250 号国土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扬装饰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分局
2015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2MA4L1L4L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中港建设有限公司不慎将
北京三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
拖泵（HBT8018C-5）合格证及
相关资料遗失，声明作废。

◆王梓伊（父亲：王哲，母亲：易
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5520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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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蕾不慎遗失常德职业技术学
院护理专业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130391201306030390，声明作废。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杜
梅清遗失报到证， 证号 ：
201214097300729，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王力遗失报到证，编号：
2007105322064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市场营销协会遗失社会团
体会费收据壹本，购领证号 10
15、字轨湘财通字（2014）0
0616926-006169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科创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8 日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
599404860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大唐焊接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 2018年 4 月 17 日决议解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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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
联系电话：13607322208

◆严烽翔、胡婕遗失湖南金钻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地产
开发的收据，票号 40003485，金
额拾万六千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小梨子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娄
底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620002256901，账号：
597670876738，声明作废。

◆黄六银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164320，号
码:04955393，声明作废。

◆黄泽汉(父亲:黄子府，母亲:杨小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430395012，声明作废。
◆刘雨烟(父亲:刘自豪，母亲:曾济尾)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M430323471，声明作废。

◆邝泽宇(父亲:邝庆华，母亲:胡
志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07614，声明作废。

◆鄢诗宸（父亲：谢彪，母亲：鄢水
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68602，声明作废。

◆黄梓昊（父亲：黄焱，母亲：吕小
莹）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
L430107652，声明作废。

4月11日，位于衡东县新塘镇的“湘江明珠”项目部，工地内只有少量
工人在进行外楼辅助工程的施工。 记者 李成辉 摄

混凝土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房屋的安全。 对于
商品混凝土的强度标准，国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有市民反映， 衡阳市衡东县的两栋21层高的在建
商业住宅楼因为使用了“问题”混凝土被“叫停”。

4月13日，衡东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向三湘都
市报记者表示，相关检测和认定工作还在进行中，
当地将对涉事房屋制定加固方案， 待专家论证安
全后方可重新开工。

业内人士反映，近期，建筑混凝土供应市场低
价竞争情况严重，为了抢夺市场，部分商家甚至采
用特殊手法降低成本，牺牲的却是混凝土的质量，
对于这种漠视建筑安全的投机行为， 有关部门须
引起重视和保持警惕。 ■记者 刘璋景 李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