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4日， 联合检查组正在辖区超市内检查电取暖器。
针对当前出现的低温寒流天气，常德市消防支队联合工商、
质监等部门组成14个联合检查组开展电取暖器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 陈自德 摄

本报12月5日讯 昨日， 一部
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红色电影《半
床棉被》 在长沙举行启动仪式。电
影由潇湘电影集团、 华声在线、湖
南世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
出品，张今标和邓楚炜联合执导。

据介绍，《半床棉被》取材于红
军长征期间的真实故事。在汝城县
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
人家中，临别时，见徐家家境贫寒，
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女战士们
不顾徐解秀的劝阻，将她们仅有的
一条棉被剪下一半留给了徐解秀
老人。

导演邓楚炜介绍，这是一部在
战争背景下抒情浪漫的红色文艺
电影，希望能将其打造成一部感人
的红色经典电影。

为了完整呈现这个发生在半
个多世纪前的鱼水情深故事，编剧
邓泽辉曾两次深入沙洲村采风，数
易其稿。“当我看到村里有一条‘半
条被子，温暖中国’的标语时，感觉
有一股暖流从我身体穿过。” 邓泽
辉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将这种
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记者袁欣实习生郑晨红程琳琳

本报 12月 5日讯 今
后，无论你走进桂阳县任何
一家营业性场所，都将有兼
职消防“宣传员”提醒您注
意消防安全。这是桂阳县消
防大队在开展大培训、大教
育活动中创新的一项举措。

从今年1月起， 桂阳县
消防大队从实际出发， 注重
实效，瞄准人员流动量大、聚
集量大等特点， 不断扩大消
防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与各重点单位协调， 充分挖

掘社会单位自身消防宣传潜
力， 各单位员工在接受消防
安全教育的同时，兼职的“营
业员” 将让光顾的群众更多
地接受消防安全知识教育。

如今，全县各行业、系统
的100余个营业性网点的300
多名营业员、引导员兼职消防
“宣传员”，他们在致欢迎词的
同时，将为顾客发放一份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单，有礼貌地提
醒顾客关注消防安全。
■通讯员 赵军记者张洋银

桂阳：营业网点全部配上兼职消防宣传员

电影《半床棉被》启动
讲述长征途中军民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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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宁乡六星净化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100275693
01，账号 604165380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天成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15 日核发注册
号 431228600102005 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麦哈巴·阿卜都热遗失新疆医
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具的住
院收费票据一张， 票据编码：
0004138606 ，声明作废。

◆邓小丰遗失伤残军人证，证
号湘军 A0533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强辉建材经营部遗
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3年 7月 15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3
016000344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湘旺食品超市遗
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 副本 ， 注册号 ：
4301216005214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龙艄公餐馆（注册号：
433124600097489） 遗失发票代
码为：4300172320，发票号码为：
12712690，共 1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创高建设有限公司(税号:
914300001841706360)2018年
10 月 12 日对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怀化分行（税号：91
431200707458736L）开具的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300163160，发票号码：01700123，
发票金额 1297846.18 元）第二
联和第三联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翔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MA4PCJBP9G）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
号码 514488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锦城名都房地产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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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辉 电话 13392766858

注销公告
长沙暖阳阳采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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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利，电话:13907311031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荷
花苑 2 号栋 102 房

清算公告
衡阳市桑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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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中，电话 13973405182

◆胡紫尹(父亲：胡伟，母亲：杨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8720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万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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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燕 ，电话 18873058868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彭建明：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罗建军与你
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现
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长仲裁字第 387 号裁
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会领取上述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
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
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9792976

遗失声明
湖南巨佳农产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 司（税 号 91430105MA4L2
1P65N）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代码 4300171130，
号码 03490927、03490928，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慧赢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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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美，电话 13787702658

清算公告
衡阳正通物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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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荣，电话 18182117561遗失声明

新时速湘 A55690湘交运长字 4301
00017208 号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市华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经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
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 年 8
月 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17991
3472X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移民果然好猕猴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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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晟
电话：13973524620

遗失声明
湖南金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
J55100034855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宏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湘 AE0407（黄色）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1002027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攸县铭尊设计装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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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海霞，电话：18692765118

遗失声明
花垣县石水海泰宇手机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3124M
A4LD8U66T）遗失发票代码为：
4300164320，发票号码为：2752
3823、27523820，共 2 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振新机电仪表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7年 12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30103MA4NWP
B32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恰粉哒粉面馆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7 年 5 月 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11MA4LLWW7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编号：1003
961801-1003961820 工会收据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湖南酷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陈菡 电话:18674868818

注销公告
湖南品酒汇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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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超，电话：18073197779

注销公告
长沙双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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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赐：电话：13397649999

注销公告
长沙道宽体育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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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彬，电话：13319536605

注销公告
衡阳市憬都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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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坤，电话：1818896988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 院（2018）湘 0105 执 恢 字
第 550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王少华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226 号碧
水龙庭 19 栋 504 号房，编号为
20170032485不动产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渡头塘镇雄辉建材店遗
失涟源市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325031
9700316441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峰水泥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井湾子支行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9251801， 遗失财务章
和公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德仁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叶航，电话 15974202305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龙智办公设备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
务局 2012年 4月 19日核发的税
号：43242619760915157001 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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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楼
五、标的展示时间：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7 日在标
的物现场展示。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转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适用

“底价原则”并按“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买受人。

七、意向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
起至 2019 年 1 月 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前将交易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意向竞
买人请登录《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

������注：拍卖转让标的物以实际现
状为准。 标的详情参见评估报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三、 拍卖转让时间：2019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 58 分

四、拍卖转让地点：邵阳市公

产和特殊资源交易科办理意向竞
买人登记手续及邵阳市阳光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保证金均以 2019 年 1 月 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前到账为有效，完成上述
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详情请
见《拍卖文件》，有意竞买者请与我
们联系。
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邵
阳大道市行政中心内。
联系电话：0739-8996697
监督电话：0739-5361976 (市国资委)
邵阳市阳光拍卖公司地址：邵阳市
红旗路 130 号（工行邵阳红旗路支
行院内）二楼
联系电话：0739-5358068（拍办）
13607396860（郑先生）
19973979888（刘先生）
15873751828（刘先生）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2月 4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经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受邵

阳市金土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
托，我公司通过邵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依法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
开拍卖转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转让标的物基本情况

土地位置、名称 产权证号 土地面积
（m2）

邵阳市大祥区
西湖南路东侧
（桃花新城 1-
6# 地块南面部
分）

湘 2018
邵阳市不
动产权第
0016717
号

48073.22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其他
商服用地

土地性质

出让

土地使
用年限

按政策
规定执
行

土地开
发程度

红线外五通
（通路、通电、
供水、 排水、
通讯）红线内
场地未平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建筑
高度

＜88 米(同
时必须满
足气象观
测要求)

容积
率

≤3.8

绿地
率

≥36%

起拍
价

1.23
亿元

加价
幅度

100
万元

交易
保证
金

7000
万元

拍卖
保证
金

200
万元

≤25%（其
中高层标准
层 占 总 用
地≤20%）

网》， 网 址 http://ggzy.shaoyang.
gov.cn 在此项目转让公告中获取
银行子账号，并选择交纳交易保证
金银行）； 拍卖保证金汇入到邵阳
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指定账
户， 并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下午 5
时前持交款凭证、有效身份证照到
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资

注销公告
湖南至尊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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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慧，电话 18569089555

注销公告
汝城玉潭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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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命辉，电话 18229900052

注销公告
湖南格安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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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欢，
电话 15116400895

减资公告
岳阳春风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李文军，电话 13107303555

本报12月5日讯 记者今
日从湖南鹏祥城市候机楼管理
有限公司获悉， 备受关注的株
洲城市候机楼项目已进入热火
朝天的装修态势，计划将在春节
前正式开通运营。届时，市民不
但可以搭乘班线直达黄花机场，
还可以提前在株洲办理购买机
票、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告别
“大包小包赶飞机”的尴尬。

株洲城市候机楼项目由株
洲石峰区政府投资、 湖南空港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株洲
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湖南鹏祥负责运营，位
于石峰区联城路株洲轨道智谷
二期，孵化中心南塔一楼，面积
约930平方米。

项目相关负责人易艳告诉
记者， 该城市候机楼具备航班
查询、售票、值机、行李托运、初
步安检等功能， 使旅客能够在
城市候机楼完成大部分登机流
程。“旅客拿着登机牌和身份

证， 轻轻松松乘坐机场大巴到
达黄花机场， 然后走专属绿色
通道过安检， 即可直接登机。”
易艳告诉记者， 株洲市民通过
城市候机楼登机， 预留90分钟
办理剩余的少量手续， 时间绰
绰有余。

据介绍， 株洲城市候机楼
项目建设将分为两期，候机、售
票、办理登机手续、信息查询、
发车停车等常规功能将在一期
实现，即春节前投入运营时，这
些功能就已经具备了。

此外，项目二期的建设，将
引进航空食品展示区， 进口海
鲜和水果、免税店、餐饮等航空
配套服务产业。“我们希望把株
洲城市候机楼打造成全省的一
个标杆，未来，我们计划在省内
快速复制推广这样的城市候机
楼。”易艳说。

据了解， 全省首个机场城
市候机厅于 2016�年 9�月在浏
阳开始营业。

株洲市民坐飞机出行更便利了
城市候机楼春节前开通 售票、值机、行李托运、初步安检等都能搞定

城市候机楼是机场航站楼基本功能向机场以外区域的
延伸和拓展，分为机场候机楼、同城候机楼、异地候机楼；2005
年白云机场率先在东莞建设国内第一座异地候机楼并投入
运营。随后，城市候机楼的服务模式在珠三角区域和长三角
区域迅速发展起来。 ■记者 和婷婷

城市候机楼

严查电取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