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楼市新政出台后，房地产企
业、业内人士和市民对此反响强烈。

作为“三湘第一县”，长沙县近
年建设发展快， 也在长沙市这次限
购区域内。当天，该县召开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联席会议， 要求加大房
源供给，加快低价房源上市；尽快落
地团购房源， 满足被征迁群众购房
需求；加快清理闲置用地、加速土地
审批，优先保障住房用地供应，确保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6日上午， 开福区传达了市政
府有关文件精神， 表示将从清理闲

置土地、严格监管执法、加大保障性
房源供应、 积极推进达到预售条件
楼盘入市4个方面，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开福区在售楼盘13
个， 目前有58万平方米房屋在办理
预售，即将推入市场。

中海溪湖壹号两天前拿到了预
售许可，公示期还有一天结束，正在联
系住建委和公证处准备摇号，8万多平
方米的房源即将投放市场。 中海地产
营销负责人表示， 将坚决落实长沙市
“反炒房”9项措施。 ■李治 王茜

李曼斯 张颐佳 郑旋 欧阳倩

长沙“楼市新政”激起千层浪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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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屋门口呷饭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1份， 代码 4300174320，
号码 128314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新田县顺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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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军 电话 15399962678

清算公告
衡阳市鸿星物语生活艺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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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琳，电话：13873485318

注销公告
株洲螳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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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源 电话：15115349090

遗失声明
韶山市益宏老龄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6 年
6 月 20 日核发代码 91430382M
A4L527L2A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通道启一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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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印，电话 13973088603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长沙世纪桃花苑小
区安防监控设备提质改造工程
项目本次招标评标办法详见招
标文件。 招标人：长沙市雨花
区桃园小区业主委员会。 联系
人：谢律师 155 0731 9568。

2018年 6月 27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茂达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尹三和，电话 13908455941

遗失声明
花垣县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花
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2476071433Ⅹ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春发采石场遗失由中
国建设银行花垣县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号
J5694000102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凯来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6962
30479w)遗失公司行政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禹翔金属制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6 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
01036001804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石潭坝供销惠农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湘潭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8年 2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321MA4P
D9DU0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平顺建筑劳务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9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91430105MA4M56577M，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兴东生态蔬菜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定撤销，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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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记。 联系人:冉亚琼
电话:13786050686

遗失声明
宁乡县隆宇包装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24MA4L7D12XX）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43
00164130，号码 040314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甜甜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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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文，电话 13387332868。

遗失声明
湘潭刘光明蔬菜专业合作社遗
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湖分局 2013 年 6 月 1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30
2NA000080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恒宇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
3006850377378）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雨湖中威贸易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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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电话 13875229387。

注销公告
株洲市天源润和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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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爱军，电话 18673351177

遗失声明
株洲仟汇正欣家用电器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6 年 6月 2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2003970998297; 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喵星人网咖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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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倩，电话:13755015551

遗失声明
长沙天健图书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02774464407M）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票发票发票联两
份， 发票代码：4300171320,发
票号码 ：26964460、2696446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恒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荷塘分局 2016年 5月 22 日
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200000050184，声明作废。

公 告
强制注销湖南英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迎新路 377 号英泰汇景豪庭 4
号栋 1701、1702、1703、1704、
1706、1801、1802、1803、1804、
1805、1806、1901、1902、1903、
1904、1905、1906、2001、2002、
2003、2004、2005、2006、2101、
2102、2103、2104、2105、2106、
2201、2202、2203、2401、2402、
2403、2404、2405、2406、2501、
2502、2503、2504、2505、2506、
2601、2602、2603、2604、2605、
2606、2701、2702、2703、2704、
2705、2706 共计 56 套房屋的在
建工程抵押登记（上述房屋的
在建工程抵押权人为 ：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18年 6 月 27日

注销公告
湖南金源低碳节能环保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合伙人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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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谦 1380846010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景云生猪饲养专
业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解散合
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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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红，
电话 13077197732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三味教育咨询服务
部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21MA
4LXGMX7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瑞鑫云信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经决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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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泽辉，15367865435

清算公告
衡阳捷诺便民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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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帆，电话：18942025442

清算公告
衡阳念西信服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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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浩，电话：13262531638

注销公告
蓝山县益达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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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七兰，电话 14786356508

清算公告
湖南乡村部落农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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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玲，电话：13975438395

清算公告
湖南雨母良品农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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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玲，电话：1397543839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圣恩客蛋糕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7年 12月 8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4MA4PA2F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牌县兴龙药业有限公司遗失
双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1123000006175，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知路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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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先龙，电话：1807348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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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株洲市海天航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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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春海，电话：13908433333

遗失声明
花垣县兴丰选矿厂遗失花垣县
工商局 2011年 11月 11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3124000009103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靖遗失麻阳县国税局核发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1226199
11210607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福建恒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湘
阴分公司经总公司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振兴，电话：13799991312

注销公告
汝城县热水镇天成楠竹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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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祥林 13973522661

注销公告
张家界武林非物质文化传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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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碧霞 13207445258

注销公告
张家界金成机制炭厂经投资决
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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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潇
电话：13787445460

清算公告
湖南平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姚正年，电话：13707408586

遗失声明
岳阳朗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楼区国家税务局核发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6025743198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市隆兴招标代理咨询有限
公司涟源分公司遗失涟源市工
商局 2009 年 3 月 1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3820000053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亚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0MA4L2PUF6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羊峰山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433127000011
487)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城关镇海平快餐店遗失
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 月 6 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1027600003372，声明作废。

26日， 记者从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获悉， 该中心
制定了二手住房限购政策操
作细则， 下发了《关于执行
“长政办函﹝2018﹞75号”文件
细则》。《细则》 明确了，从
2018年6月26日起， 严格执
行“75号文件”，但有3种情形
按之前的限购政策执行。

《细则》明确了限购对象
及套数： 本市户籍家庭在限
购区域内已有2套及以上住
房的， 不得在限购区域内再
购买商品住房； 本市户籍成
年单身家庭已有1套及以上
住房的， 不得在限购区域内
再购买商品住房。 市外迁入
新户籍家庭（已落户两年，退
伍转业、 家属随军落户的除
外）落户满1年且在本市稳定
就业（在本市连续缴纳12个
月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
的）， 在限购区域内限购1套

商品住房。
在限购之前已经交易但

并未网签， 是否属于限购范
围？对此，《细则》也做出了明
确，规定2018年6月26日之前
已完成如下工作的， 按之前
的限购政策执行： 已在不动
产登记预申请平台完成网签
的， 或已在不动产登记预约
平台完成预约的； 买卖双方
已实际成交， 并能提供银行
流水确认的；通过省、市公积
金贷款审批，省、市公积金中
心出具了相关证明材料的。

“为妥善处理政策执行前
的遗留业务，我们还将成立遗
留业务处理小组，从2018年6
月26日起至7月13日，对遗留
业务进行受理与审核，并出具
遗留问题审核单，该遗留问题
审核单注明有效期为1个月。”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长沙二手房限购政策操作细则出台
限购政策执行时限明确：3种情形可按原限购政策执行

6月26日， 长沙市“楼市新政”9项措施全面实
施。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长沙市住建委、公
积金中心、 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及有关
区县积极行动起来。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卢萍
记者26日从省直单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关于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的通知》 已印发，
《通知》指出，缴存职工在长
沙市限购区域内购买家庭
第二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得
低于60%。缴存职工购买商
品房，装修款不计入总房价
进行住房公积金贷款。

为保障刚需购房者利
益，湖南将严格执行住房公
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基数
挂钩的规定。缴存职工家庭
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家庭月收入按夫妻
双方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推算确定。

“通知自颁布之日起实
施。凡之前政策规定与该通
知不一致的， 按该通知执
行。” 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
如2018年6月25日(含)以前
已进件登记的贷款申请，可
按原政策执行。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3种情形按原政策执行

【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
装修款
不计入总房价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