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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外卖藏身民房内
记者通过饿了么平台查询

“美乐滋”炸鸡店，发现该店生
意异常火爆：月售2700多单，评
分达到了4.5分。记者搜寻该店
的评分记录， 发现为数不多的
几个差评，被一条条好评掩盖。

“美乐滋”炸鸡店在饿了么
平台上公示的经营地址为：高
云安置小区西四区11栋门面。
3月13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了
该小区却发现根本无法找到实
体店， 足以证明网上公示的门
店实景照片及干净的操作台是
子虚乌有。

记者随即通过饿了么平台
点了一份炸鸡， 在送餐员按约
定地点送来外卖后， 记者跟随
该送餐员。而令记者诧异的是，
该送餐员并未再继续接单，而是
直接来到高云安置小区东二区9
栋，径直去了二楼一间民房。

记者透过门缝看到， 民房
里堆放着大量外卖包装盒和原
材料， 一名女子徒手在厨房里
包炸鸡汉堡，周边全是油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有关规定，现将芷江至铜
仁（湘黔界）公路环境影响评价
的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一、《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
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
稿）》、电子版网络链接：（http://
www.hnjtgh.com/articles/11/
2019-3/139.html）。 如需查阅纸
质版， 请前往芷江县交通运输
局（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芷江
镇前进路 280 号 2 楼办公室）
或者尧市镇人民政府（湖南省怀
化市麻阳县尧市镇党政部办公室）。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拟建
工程周围村庄村民、相关部门代表
三、 公众意见表的电子版链接：
（http://www.hnjtgh.com/arti－
cles/11/2019-3/13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公众
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
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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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规划办公室
联系人：柳女士
电话：0731-84768683
2、环评单位：中海环境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
电话：021-58856638-2307
传真：021-58211402
电子邮箱：hjpjb@263.net

芷江至铜仁（湘黔界）公路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公 告
华夏保险银保 1290 单证停用，
具体号码如下：12908004661330，
12908004661553-4661555，1290
8004661565-4661567，12908004
661579，12908004661583-46615
86，12908004661604，129080046
616434661645，12908004661646，
12908004661773，129080046617
75，12908004662234，129080058
87888，12908005891020，129080
05891196，12908005891237，129
08006433815，12908006433857，
12908006433932，129080064339
53，12908006434029，129080064
34045，12908006434049，129080
06434053，12908006434063，129
08006434081，12908006434113-
6434120，12908006434147-6434
151，12908006434187，12908004
661306，12908005891017，12908
007508201-7508210，129080058
91131-5891140，12908007507707，
12908007507756-7507760，1290
8007508276，12908006434136-
6434140，12908006434152-6434
157，12908006434164-6434170，
12908007507343，129080075073
66-7507367，12908007509004-
7509005，12908007509008-7509
009，12908007509026-7509029，
12908007509031-7509032，1290
8007509034-7509035，12908007
509047-7509050，129080075091
01-7509103，12908007509106-
7509110，12908007509230-7509
231，12908007509235，12908007
509240-7509241，129080075092
97，12908007507356-7507359，
12908007507361-7507365，1290
8007507376-7507380，12908007
509056，12908007509086-75090
90，12908007509091，129080075
09093-7509094，1290800750909
7-7509098，12908007509100，12
908007509104-7509105，129080
07509296，12908007509270-750
9272，12908007509295，1290800
7509298-7509304，12908004661
432-4661435，12908005891277-
5891280，12908006432901，1290
8006432999，12908004660378，1
2908004660881，1290800588809
1，12908005888556，1290800466
0882，12908005888528，1290800
5887914，12908005889257，1290
8005888529，12908006434329，1
2908006434739，1290800643476
1，12908006434808，1290800750
71387507139，12908007507167，
12908007507173，129080075072
27，12908007507264，129080046
60880，12908005887850，129080
05888586，12908007506893，129
08005890634-5890643，1290800
7508152，12908007508111，1290
8007508146-7508147，12908007
508101，12908004659397，共计 217 份。

◆付苏荷（父亲：付永扬，母亲：袁
滔)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79597，声明作废。
◆龚梓骞（父亲：龚乐军，母亲：李
现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419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柏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0MA4LAWTC80）
遗失服务业普通发票 2 张，分别
是代码：4300173320，发票号
码：18733692和代码：430017
1320，发票号码：1117195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亿进出口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914305006
89545042B），遗失邵东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8 年 4 月 17 日颁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各一枚，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邵东县支行颁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5100035101，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邵东县支行
颁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G1043052100035
910S，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耒阳市弘博家装策划传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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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邹晶晶，电话：17773457588

◆株洲金谷市场 1 楼 173-174号
商铺王显河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
张，金额 2000 元整，特声明作废。
◆株洲金谷市场临街商铺 w-7
号裴世强遗失定金收据一张，金
额五万元整，特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振东纸业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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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金田，电话 15173010359

注销公告
湖南陆加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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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电话 13142083750

注销公告
湖南臻品文化艺术品交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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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丽 电话：15084777361

遗失声明
长沙耀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9637901，声明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孙胜辉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8105372035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大众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文军，电话 13907444111

遗失声明
郴州小埠集团高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老哇坨家庭农场经投资
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60日内向本企
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华财，电话 18473917853

遗失声明
蓝山县鑫顺矿业有限公司遗失
蓝山县食药工质监管局 2018 年
8 月 29 日核发代码 914311275
80946133D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张晋波遗失道路运输证经营许
可证,证号 4309272009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三峰蕊星蔬菜种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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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鹏
电话 18174692958

遗失声明
彭立军遗失韶山工商局 2017 年
10 月 12 日核发 92430382MA4
M68U34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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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小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44530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春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
30104MA4L3UD5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金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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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瑜，电话 18907320665

遗失声明
彭绍荣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3124600078124） 经营场所：
花垣县建筑工程公司门面,遗
失发票代码为：143001610128，
发 票 号 码 为 ：04799701 -
04799750,共 50张，声明作废。

迁址公告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已迁址至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218 号办公
楼 8楼、9楼，裙楼 2楼。 新老客
户相互转告，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咨询电话：
18570036060、0731-88511888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 2019年 3月 13日

2 274.99 商业 2020 年 2 月 28 日 357.52554 20 1层划拨地

3 韶山路二里牌 2 号 3栋
1 楼 109 号住宅 1套 55.07 住宅 未出租，划拨地，需 39.78918 5 1 层空置

4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商场 103号 48.1 商业

具备购房资格

125.53236 10 1层

5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商场 401号 3396.63 商业 3233.65968 100 4层

6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114号 177.15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425.34072 20 1层

7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115号 126.9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304.68942 20 1层

8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116号

143.62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344.83446 20 1层

9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209号 251.11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342.09468 20 2层

10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210号 289.17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393.94494 20 2层

11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211号 157.97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215.20728 20 2层

12 远大一路 1398号东岸城
邦时代中心北栋 212号 204.98 商业 2023年 3月 7日 279.25038 20 2层

13 万家丽路东方新城 C 栋综合
楼 1-2 楼部分，3-6 层全部。 6361.12 商业 已到期， 原承租

人未退场。 8687.6649 100 共计
120 套

砂子塘路梨子山社区
101号门面 1 套

标的 座落位置 面积（m2） 用途 租赁到期日 起拍价 保证金 备注

1 建湘中路 471号曼哈顿
大厦裙楼 2-4层； 1067.91 办公 2019 年 5 月 31 日 1293.7671 60 3 层合计

1-1 建湘中路 471号曼哈顿
大厦裙楼 2层； 201 号 256.77 办公 2019 年 5 月 31 日 314.6562 20 2层

1-2 建湘中路 471号曼哈顿
大厦裙楼 3 层； 301号 405.57 办公 2019 年 5 月 31 日 492.03756 20

3层

1-3 建湘中路 471号曼哈顿
大厦裙楼 4 层； 401号 405.57 办公 2019 年 5 月 31 日 487.07334 20 4层

长沙市芙蓉区经营性
国有资产处置拍卖公告
经芙蓉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委托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对区属国有

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部分经营性资
产进行公开拍卖处置， 现定于 2019
年 4 月 8 日 15 时在长沙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三楼拍卖厅公开拍卖下述房产
（其中 1-12号为第 2次）：

单位：万元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及对应数额保证金进账单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保证金指定账户：长
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账 号：4318 9999 1010 0037
57150 00016；开户行：交通银行
长沙潇湘支行。保证金的交纳须按
本公告规定的要求，按时交纳到指
定的账号，若因竞买人自己交错或
未按时交纳不能参加竞买的责任，
由竞买人自行负责。

报名及展示时间、地点：2019

年 3 月 27 日-2019 年 3 月 28 日
17 时截止前在岳麓区岳华路 279
号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大
厅进行报名登记，在标的所在地进
行展示。（请登录 www.fwpt.csggzy.cn
或微信公众号 xgqn-cs了解详情。 ）
公司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413号运成大厦 1210室
咨询电话：交易中心 89938806
拍卖公司 15575828858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

2023年 3月 7日

假证、假地址，“幽灵”外卖现身饿了么
厕所里解冻鸡块，食材过期继续使用，三家“网红”外卖被查处 平台被要求整改

月售上千单，单日销量
最高百余单。在饿了么点餐
平台上，有三家“网红”店深
受大学生青睐。然而，近日
有网友向本报记者投诉称：
在这些店里吃到了不新鲜
的食材，上门投诉时竟找不
到实体店。

接到投诉后，3月 14
日，记者联合执法部门展开
调查。经过辗转，在长沙理
工大学云塘校区附近的三
个小区内，终于找到藏身民
房的这些“幽灵”外卖。

经现场查证，这些平台
上公示干净整洁的营业场
所，实际上是不堪入目的家
庭作坊， 有的食材已经过
期，有的操作间甚至设在厕
所。 目前，天心区食药监局
对涉事外卖店予以查封，并
要求饿了么平台关闭、整改
网上接单渠道。

■记者 张浩

三家“网红”外卖被查封
执法人员发现，饿了么平台上一

家名为“香蕉树汉堡店”的注册登记
位置为：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先锋
一组。 而早在2018年，“先锋一组”就
已全部被征收，如今房屋都已经拆除
倒地。经执法人员查实，该店在饿了
么平台上传的证件实为一张假证。

在“香蕉树汉堡店” 实际地
址———天心区新路小区一处民房内，
令记者瞠目结舌：打开油炸操作台正
下方的橱柜后，一处油渍竟积累有半
米高。店主称，自己知道这样的卫生
环境根本无法办证，索性就“借用”了
别的店面的照片。

而另一家名为“牛肉煲”的外卖
店实际是在天心区梦圆城4楼， 根本
没有上传任何证件却仍能在平台上正
常接单。在其厨房灶台的右下方，一座
满是污渍的蹲便池令人作呕。很明显，
这处操作间是由厕所改建而成的。

执法人员发现，这些“网红”店虽
然通过饿了么平台接单，但实际上均
为自己送餐。目前，执法部门对这三
家外卖网店的实际经营地址予以查
封，并要求饿了么平台关闭、整改网
上接单渠道。

3月14日傍晚， 天心区
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先来到
“美乐滋”炸鸡店。此时，店
内电脑不断响起接单提醒：
“饿了么提醒， 您有新的订
单。” 短短一个小时就接到
了附近高校41个订单。操作
间里，一名女子正在徒手打
包油炸食品，被执法人员立
即叫停。

“这里就是厕所，怎么能
作为加工间？” 执法人员发

现， 加工间里不仅操作人员
没有佩戴口罩、手套，且正对
着厕所。整个房内杂物成堆，
店主为图方便， 鸡块解冻的
操作平时就在厕所里进行。

“冰箱内的鸡肉和其他
开封食材直接存放在一起，
完全达不到无尘、 干净的要
求。”执法人员说。正当准备
对现场展开封存时， 他们又
在操作台上发现了一包已经
过期3个月的面包糠。

暗访

厕所里解冻鸡块

执法

在“牛肉煲”外卖店内，地下的便坑令人作呕。 记者 张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