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汉海派业主周先生正在检查墙
面，他用手一掰、一撮，墙面、门窗边角等
很多地方的水泥、沙石就纷纷往下掉。

▲大汉海派公寓内有一根横梁穿顶
而过。 记者 卜岚 摄

1月9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
到大汉海派的营销中心。项目工
程部负责人余先生表示，横梁起
到的是功能分区的作用，划分了
客厅、厨房和卧室，因此每一区
域都可称作无梁。

“套内无梁是业主理解有
误，层高是指下层地板面或楼板
面到上层楼板面之间的距离，我
们仍有4.5米层高， 并未虚假宣

传。”余先生说。
对于“饼干墙”，余先生称公

司使用的是“轻质隔墙”，“开裂
等是房屋质量问题，我们有维修
责任，后期将安排人跟进处理。”

至于落地窗， 余先生表示，样
板间仅供参考，业主的也是落地窗，
只是个别户型外墙要悬挂空调外
机，面积减少一半，分隔窗户也是
为保证两层分隔后上层可通风。

大汉海派宣传“套内无梁”却出现70厘米大梁 4.5米层高loft公寓仅剩3.68米可用

收房时“货不对板”，业主们心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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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补少鹏遗失芷江县工商 2009
年 3 月 24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033661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达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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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浪，电话 15802692733

◆黄佳园（父亲:黄振峰，母亲:雷
海洋)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F4303952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金京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司合同专用章一枚，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彭龙遗失身份证，号码为：43
0181198804154356，声明作废。

根据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长沙特耐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改扩建项目环评报告进行信
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工
程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评文件全文纸质版获取
联系方式：17343614461。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址：http:
//www.eiabbs.net/thread-
136761-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区的单位、个人及关
心拟建项目建设的人员。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评全文网址，填写后发送
至 591789233@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
表发送至邮箱或拨打联系电话。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长沙特耐金属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根据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长沙中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500t 陶瓷结构件生产
线及人造石墨前驱体试验生产
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信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
工程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评文件全文纸质版获取
联系方式：17343614461。
征求意见稿全文表网址：
http://www.eiabbs.net/for
um.php?mod=viewthread&tid
=136432&page=1&extra=#pid
50213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区的单位、个人及关
心拟建项目建设的人员。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评全文网址，填写后发送
至 824069290@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发送至邮箱 或拨打联系电话。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长沙中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 1500t 陶瓷结构件生
产线及人造石墨前驱体试验
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 见稿）报 纸 公 示

遗失声明
湘潭湘农苑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芙蓉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J5530002743501; 遗失公
章(编号:4303010105638)、财务章
(2014 年刻的)各一枚,声明作废。

◆胡琴琴遗失阳光城尚东湾 16 栋
2305的 1 万定金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马水乡坪田卫生院遗失
由耒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给
的耒国用（1997）第 22-10 号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西湖区金十利劳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汉
寿支行 2015年 1 月 30 日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82
000297101，声明作废。

公 告
因胡翠海（身份证号：431123****
0128001X）履行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的编号 HZ-1410 的《融资
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
见本公告 7 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
项及违约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邹辰楦（父亲:邹前，母亲:阳玮
玮)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19287，声明作废。◆李茗蕗（父亲:李世武，母亲:郭

菊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91518，声明作废。

◆周芷慧（父亲:周益装，母亲:张
文婷)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088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兴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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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成林，电话 15073571957

遗失声明
湖南当代绿建置业有限公司不
慎于 2018 年 12 月 5日将一本
收据（收据号码：0006101-00
06125）遗失，声明作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赵曦平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81
26562001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前言后记餐饮
店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卷票）四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00650591，00652201，0065229
9，00652300，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
上午 9 时在中拍协官网（paimai.
caa123.org.cn） 拍 卖 2015 款
MacavA111 型号小车一辆，起
拍价 30.03 万元， 拍卖人声明不
对车辆状况，事故等暇疵做任何
保证，过户所涉及的税费均有买
受人承担。 即日起有意竞买者请
在中拍协官网上注册并报名。 看
车地址及电话：张家界市永定区
人民法院 15074474055 刘法官。
网上报名咨询：15364018600 毛
盛。 保证金 2 万在 1 月 25 日 17
前付至：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五里牌支行，596359060565
（请备注联系电话）。
咨询电话：18975182119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刘文连遗失红星美凯龙湘潭
九华商场质保金收据（凭据单
号 00024629），金额：4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卡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6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和印鉴卡，核准号:J5510
037941201，声明作废。

◆杨昌幸遗失湖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校（中专）工程经济管理专
业毕业证，证号：2002127693，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珍丰休闲文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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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莲香，电话：18711426146

清算公告
衡阳丹龙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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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美，电话 15211358696

遗失声明
沅陵县长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沅陵宾馆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39
377278，声明作废。

◆李泽宇（父亲:李勇；母亲:韦
燕梅） 遗失出生证（登记编号:
R430832076），声明作废。

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拟于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鼎盛路 6 号新增废包装桶处
置生产线，并增加漆渣、废活性
炭收集暂存。 任何有环保厉害关
系的公众及团体可在本公告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
及环评单位提出您对该项目环
保方面的意见或建议，本项目环
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简本）及公
众参与表均将在网上发布，敬请
关注，如需项目纸质文本，可与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取得。
建设单位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王总 13807498496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周工 15367869643

湖南湘瓯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新增废包装桶处置
生产线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旺兴建材经营
部经投资人决定注销，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袁大兴 18873082256

◆戴桂姣，性别：女，身份证号
430524198612155287 遗 失 长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证，专业：会计，证书编号：12603
12007060006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阮勇军不慎遗失湖南保利房地
产有限公司（保利·麓谷林语）
发票 1 张，发票号码：40186691，
金额为:193222.0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张庆遗失 2018 年 4 月 28 日考
试的（二级甲等）普通话证，证号：
43180000060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日荣新型环保墙体材料
厂（普通合伙）遗失行政公章，编
号：43130000996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鸿升混凝土搅拌站（普
通合伙）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编
号：43130000258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福来聚饮品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5 年 9 月 1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36003126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玉鑫小吃店遗失
长沙市岳麓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 JY2430104029362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玄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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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浪，电话 15802692733

注销公告
长沙快快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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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宽，电话 15973358485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每行按最多不超过 13个 6号字计）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第 4 号）要求，现对《湖
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
变更环境影响说明》征求意见稿
全文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评文件全文纸版获取联系
方式：江工 0731-85013133。 征
求意见稿全文电子版链接：http
s://pan.baidu.com/s/1eWJrgHQ
Wt-f3vSfgXIi2DQ。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道路两侧受影响居民及团体。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
环评文件全文电子版链接网址， 填写
后发送至邮箱：acechb@163.com。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通过填写意见表发送至邮箱
或拨打联系电话。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 1月 9日-2019年 1月 23日。

关于《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
速公路项目变更环境影响
说明》征求意见稿公示

茶陵连接线是垄茶高速的重要
组成部分， 本工程起点在红桥
与茶陵县炎帝北路（S320）相
接，终点为茶陵东互通，路线整
体向南偏移，全长变更为 4.836 km。
湖南新气象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承担了本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
明， 现向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
公告并征求意见。 湖南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hngs.net/tabid/65/InfoID/
67396/frtid/70/Default.aspx）可
查询相关信息， 提出意见的期
限：2019 年 1 月 10 日起 10 个
工作日。建设单位：湖南省垄茶
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垄茶高速茶陵连接线变更环境
影响说明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
上午 10：00， 在岳阳市产权交易
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网络竞价转
让岳阳市智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5%股权。 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简介：岳阳市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的岳阳市智游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25%股权。本次
拟转让标的的挂牌起始价为 302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壹佰万元
（￥100 万元）。
二、标的展示、咨询及保证金交
纳时间（以到账为准）截止 2019
年 2 月 20 日 1６ 时。 标的现场展
示。 保证金账户：
户 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板桥支行
8002 0309 0000 26069

三、 意向竞买人应在 2 月 20 日
16 时前， 凭竞买保证金付款凭
证及有效证件到岳阳市产权交
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相关登
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价资格。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
司地址及联系人：岳阳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狮子山路市国资委办
公楼 709室 电话：0730-8388688(办)
18673093658（胡先生）
详见 www.yueyang.gov.cn/gzw
http://ggzy.yueyang.gov.cn/
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11 日

岳阳市智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5% 股 权 转 让 公 告

“宣传资料上印的是‘套内无梁’，交房了却一根
横梁穿顶而过，这也意味着loft公寓仅能做3.68米两
层，还有蜘蛛网一般的消防管道，只有样板房一半面
积的落地窗，一戳就掉的墙面……”今年1月收房后，
胡女士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近日， 大汉海派的A、B栋公寓迎来了一批新的
“主人”，却因“货不对板”引发投诉。对此，该项目相关
负责人表示，样板间仅供参考，给业主做出类似感觉，
而公司理解的梁是起到功能分区作用的，不属于“套
内的梁”。 ■记者 卜岚

“看到房间内的消防管道
和70厘米的大梁，瞅一眼一碰
就掉渣的墙， 心都凉了。”
2017年5月胡女士以12000元
/平方米的价格购入大汉海派
一套50多平方米的loft公寓，
今年1月1日终于等到了收房，
不想却麻烦不断。

胡女士表示，经实地测量
房间梁高0.7米，还有4根横着
的消防管道，仅剩下3.68米供
业主隔成两层，“样板房并无
横梁，销售也承诺无梁，就连
营销中心还贴有‘套内无梁’
的资料，难道不算虚假宣传？”

“气人的是，所谓的‘轻质
隔墙’就是饼干墙！”胡女士用
手一掰、一撮，墙面、门窗边角
等很多地方的水泥、 沙石就
纷纷往下掉，“1101房的隔壁
1月1日开始装修，不到3天，我
的墙壁就出现了4个大洞，这
是墙体震动产生的。墙壁承重
都是问题，何况隔音？”

在胡女士看来，大汉海派
的公寓明显“货不对板”。“宣
传一面墙是全景落地玻璃，收
房却缩水一半， 还隔成了8小
块，旁边还有近1米的承重墙，
严重影响采光。”

套内是否有梁，开发商所言又是否
为真？

“套内无梁的说法本身有误！”一位
不愿具名的房企技术部负责人李先生
表示，所谓套内面积全名套内建筑面积，
是由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阳台
建筑面积组成，“开发商打了个擦边球，
一般套内都有梁， 两层公寓多在2米多
的位置设梁，这样方便搭板隔成两层。 ”

李先生认为从大汉海派的例子看，
其横梁有60-70厘米，上下两层总净空
将低于4米，这是很不合理的，“样板房
即使是毛坯房，也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
商品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
一致，未做说明的，实际交付的商品房
应当与样板房一致。”

“作为广告宣传的一种形式， 样板
间不失为商品房销售行之有效的一种
手段。” 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何晓伟律
师认为，如开发商通过展示样板间向购
房者就销售商品房及相关设施做了明
确的说明和允诺，并对购房者就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
有重要影响的，此时该广告宣传内容的
对象就已特定化，根据相关规定，该说
明和允诺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开发商违
反该内容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投诉 “套内无梁”却现70厘米大梁

分析
“套内无梁”宣传有误

回应 “套内无梁”是业主理解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