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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
司拟对湖南宏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 债权总额 9698.35 万
元，其中：本金 2800 万元，表外利息 3997.29 万元，
孳生利息（含迟延履行金）2901.06 万元。 欲了解债
务企业信息、抵押物详细信息以及其他情况请登陆
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 ：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债权转
让。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有效。上述债权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
报。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
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 系 人： 曹先生
（0731-84458563）/ 罗 女 士（0731-84303112)。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
玺苑 18B 栋。 邮政编码：410000。 分公司监察审计
部门联系人：贺先生（0731-844519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宏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本报11月14日讯 记
者今日从长沙市价监局监
测中心获悉， 眼下，长沙市
场上蔬菜价格持续下跌、肉
蛋价格继续微涨、水产品也
涨价了。

进入“立冬”时节后，长
沙雨水增多。但长沙本地叶
菜仍处于生长旺盛期，未受
阴雨天气影响，供应量持续
增加，加上近期山东、陕西
等地的蔬菜开始集中上市，
价格不断下滑，带动蔬菜类
整体均价下跌。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
心11月7日-13日监测也显
示，监测的15个品种蔬菜零
售均价“5涨10跌”，为每斤
3.57元，环比下跌3.16%。其
中芹菜、西红柿和豆角零售
均 价 环 比 分 别 下 跌
12.47%、5.43%和9.07%，为
每斤3.85元、4.15元和4.49
元。

另据了解，监测的肉蛋
类零售均价为24.46元/斤，
环比上涨0.43%；水产类零
售均价为14.80元/斤，环比
上涨0.75%，其中带鱼和鳙
鱼零售均价环比分别上涨
3.88%和 0.57% ， 为每斤
23.55元和8.83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11月12日，有读者向三湘
都市报反映，长沙市天心区新
岭路上一家名叫长沙企业中
心的楼盘，销售时宣称买公寓
能“帮落户”，但需要办营业执
照。 购房后业主们却发现，公
寓房属于工业用地，不仅拿不
到房产证，每年还要缴税。

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
查。

【业主】
出钱买公寓，
稀里糊涂注册了公司

12日下午， 三湘都市报记
者来到位于新岭路88号的长沙
企业中心， 发现两栋在销售的
公寓和写字楼还未完全建好。

业主周女士告诉记者，公
寓去年12月开始对外销售。
“当时置业顾问说， 买公寓性
价比高， 还能在长沙落户。房
子价格为6000元/平方米，如
果需要购买， 每套房需要交
2.5万元的团购费， 还要收取
2040元代办房产证的费用。”

周女士交了团购费、首付
款后，对方提出要办理营业执
照。“销售人员说，买房要先注
册公司或者个体户，只需提供
身份证，注册公司由他们全程
代办，不收任何费用，公司3个
月之后就能注销。”

今年2月， 业主们陆续拿
到营业执照，4月份签订了合
同。周女士的商品房买卖协议
上显示，出卖人是湖南新兴电
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买受人
是她注册的公司，联系地址为
所购公寓房的地址。

“我们发现， 所购商品房
规划用途是工业，并且设定为
‘在建建筑物抵押’。”6月份，
业主郭女士得知所购买的公
寓是挂靠在企业名下的，每年
在企业年检时，都需缴纳高额
的房产税。

随后，业主们发现自己所
注册的公司还有位于岳麓区
的其他地址。有业主按执照上
的地址寻找，发现注册地是别
的在营业商店，门面名字及经

营性质和自己手里的执照都
不相同，而店内悬挂的营业执
照也是真的。

消息很快在业主群内传
开，大家查询后发现所买的公
寓房是工业地产，“国家明令
禁止工业用地建商业公寓售
卖给个人， 之前他们只字未
提，明明是虚假宣传。”

【销售】
有相关说明，业主没看清

维权期间，业主们再次来
到长沙企业中心销售中心，此
时的置业顾问却改了口。不但
会主动介绍工业用地，还会说
明必须每年缴纳房产税等注
意事项。

“当问及为何与以前的说
法完全不同时， 他们说之前的
销售员确实隐瞒了情况， 让不
少业主质疑，现在已经被开除。”
业主郭女士说，“现在他们说是
我们没看清各项证明， 他们把
相关说明贴在2米高的立式空
调后的墙壁上，根本看不清。”

12日下午， 记者和部分业
主来到销售中心，负责人表示并
未收取任何团购费，且注册公司
都是业主本人办理的，公司并不
会代办。13日， 记者再次拨打电
话询问是否还能买到公寓时，置
业顾问称目前只能购买写字楼，
且需要办理营业执照。

【园区】
已约谈公司法人，正在调解

记者咨询长沙市住建委
得知，长沙企业中心属于天心
经济开发区管辖，如果园区批
准了预售证即可销售。

天心经济开发区工作人
员表示， 预售证并非园区审
批，但该公司在开发前的报建
经核实已审批通过。 目前，园
区已约谈了公司法人、销售经
理等，正在积极调解问题。

针对业主们反映的一个
地址注册多家公司的问题，岳
麓区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一
个地点的确可以注册两家公
司，前提条件是必须给第二家
公司提供经营场地。如果发现
经营场所里没有挂相应营业
执照，就会锁定公司异常。

注册公司买公寓落户？ 小心掉坑里
他们买的“公寓房”竟是工业地产，拿不到证还要缴税 律师：可依法申请撤销购房合同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杨
亲辉律师介绍，国家严禁在工
业用地上开发建设除工业厂
房、工业办公用房、工业配套
用房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公寓
住房”出售。这种公寓住房本
身并非住宅性质，按照《物权
法》相关规定，住宅性质的住
房土地在70年产权到期后自
动续期，而商业供地或工业用
地不仅土地使用期只有40年
或50年，而且到期后需要主动
申请续期，续期也有可能被驳
回，因此消费者购买此类公寓

房有可能面临土地产权及房
子被国家无偿收回的后果。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
所李健律师表示，依据《合同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
误解订立的， 或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因此本事件中
购房人有权以上述法定事由，
依法主张撤销该购房合同。

■记者 石芳宇

可撤销购房合同

买的公寓房竟是工业地产。周女士出示的购房合同、营业执照。 记者 石芳宇 摄

本报11月14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获悉，长沙
蓝天保卫战露天焚烧垃圾集中整
治百日会战行动开展已经十余天，
截至11月12日，城市六区城管执法
部门共计查处露天焚烧垃圾案件
65起，处罚金额4.35万元。

11月9日，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
铺街道九峰村居民罗先生因在自
家菜地焚烧垃圾和秸梗， 收到了

500元的罚单。无独有偶，9日，季先
生焚烧垃圾烤红薯，被城管执法队
员当场查处， 因是第3次违规焚烧
垃圾被顶格处罚2000元。

据统计，截至11月12日，城市六
区城管执法部门共计查处露天焚烧
垃圾案件65起， 处罚金额4.35万元。
市民如发现露天焚烧垃圾、秸秆等行
为，可拨打城管热线12319进行投诉
举报。 ■记者 杨洁规

焚烧垃圾烤红薯，他被罚款2000元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中
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省转办11月13日8时至20时的第
十五批131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其
中重点件10件。据了解，从第一批
至第十五批累计交办1775件，其中
重点件142件。

据悉， 湖南省配合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协调联络
组共对前13批9件案件提出了省级
督导建议。此外，湖南还按照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问责要求严格问责。
截至12日，湖南已责令立即改正161
件，限期整改91件，罚款金额620.4万
元，立案侦查30件，刑事强制措施2
人，责任追究15人。 ■记者 和婷婷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湖南转办第15批信访件

目前已罚款620.4万元、问责15人

叶菜供应“井喷”
价格持续下跌

本报11月14日讯 今天，省
生态环境厅发布全省2018年10月
环境质量状况。 数据显示，2018年
10月全省大气环境和地表水环境
质量保持稳定，14个市州城市空气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3.0%， 全省
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

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为94.8%。

就长株潭区域而言， 3个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5%， 同比
持平。1-10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80.2%， 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

■记者 和婷婷

10月14个市州城市优良天占比超八成

环保督察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