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民生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编辑/曾梓民 图编/杨诚 美编/刘迎 校对/黄蓉

扫
码
关
注
小
区

用
电
烦
恼

2016 年 8 月 14 日上
午在湖南省祁东县太
和堂镇医院门口捡养
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弃
婴， 小孩被捡时刚出
生不久， 现一直由王

玉香和熊双英夫妇抚养，已 2 岁
半了，孩子的父母或直系亲属看
到此信息前来确认以及在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并按国家有关政
策规定， 再商讨小孩抚养事宜。
联系人:王玉香，电话:18374768208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太和堂镇王
陂桥村 3组

寻亲公告

◆李宇鸿(母亲：过婷婷，父亲：李
源)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522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低碳传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全体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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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军，电话 13707398591

注销公告
隆回县友邦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经全体社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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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益民，电话 13712481458

◆雷宇（父亲：雷将胜，母亲：向彩
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760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鹏远种养专业合作经全
体社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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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飞，电话 15173906264

拍卖公告
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0:00，
在长沙市岳麓区岳华路 279 号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拍
卖厅， 对长沙市芙蓉区建湘中
路 471 号曼哈顿大厦 201 号、
301 号、401 号办公用房进行公
开拍卖。 有意者请携带身份证
明和缴款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其中竞买保证金 60 万元付
至账户名：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账号：
4318 9999 1010 0037 57150
00026；开户行：交通银行长沙
潇湘支行； 同时另需向拍卖人
交付履约保证金 60 万元，户
名：湖南赛德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696980503910001；开户行：
招商银行长沙窑岭支行（转账
时均请备注竞买人名称）。 展示
及报名时间：2019 年 5 月 27 日
至 5 月 28 日 16:30；报名地点：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大
厅；展示地点：长沙市芙蓉区建湘中
路曼哈顿大厦裙楼 2-4层。
咨询电话：交易中心 89938806
拍卖公司 84168629、18273200177

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南赛德拍卖有限公司

◆杨祝君与 2019年 4月 30
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32
1198411124169，声明作废。
出现任何法律责任与本
人无关。

遗失声明
谢锦（税号：43012219881111
4512）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3320，发票号
码：14322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尔央食品商行
不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3 月
2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
600407682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尔央食品商行

2019年 5 月 1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55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保
全案号（2018）湘 0104 执保
2296 号】现将被执行人唐春华
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
路二段 99 号汇财御景湾新寓 7
栋 1308 号房产的、编号为：长
国用（2016）第 003804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周安瑾（父亲：周劭杰，母亲：吴
欣枝）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798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荣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木影网咖遗失长沙市天
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30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的 正 副 本 ， 编 号 ：
JY14301030238561，声明作废。

◆梁小英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证五里
牌字第 00079592 号房屋所有
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山水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6940
369041）遗失《湖南金山水泥有
限公司（二期）》行政公章和《湖
南金山水泥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 (2)》（编号 4304070044573）
共两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阳县文明铺镇三官塘完小法
人证书副本不慎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4311213206763
7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匹克体
育用品商店遗失长沙市天心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8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03600071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匹克运动系列长沙定王台专卖
店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01年 3月 2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
1023F1058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从前往后餐饮文化管理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谭星 15974118876

遗失声明
湖南大自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湘潭分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局
岳塘分局 2016 年 6 月 20 日核发
91430304MA4L52FQ43 营 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十方养生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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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麟，电话 14789993823

七甲-江背山风电场位于湖南
省郴州市永兴县和资兴市境
内， 距资兴市直线距离约
46.5km ， 拟设计安装 60 台单
机容量为 2.0MW 的风力发电
机组。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
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本次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工程建设项
目周边， 可能受本项目影响的
居民或团体。公示发布单位：中
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
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 http://www.cgnne.
com/cgnne/xwzx2019/2019-04/
29/content_73777ffc31774f5a9
97ba72a7be8a184.shtml；
报告纸质版获取地址： 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
688 号中南（长沙） 总部基地
3-C 栋 02、03 号房；
联系电话：18975501997
邮箱：155360039@qq.com

郴州七甲 - 江背山风电场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清算公告
衡阳市来雁新城工业博物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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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凡，电话 13873465223

注销公告
紫金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湖南溆
浦营业部（机构编码 :204374
431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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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
电话：0731-88706525

注销公告
长沙钰仁中医门诊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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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杰，电话：13910107586

◆刘知恒（父亲：刘礼，母亲：
龙霜） 遗失出生证， 编号：
M430424775,声明作废。

◆杨俊忠遗失士官证， 证号：
20090069263，声明作废。

◆谢慕舜不慎遗失长沙五矿万境
蓝山梧桐苑 30 栋 306 室房款收
据 2 张， 收据号：0001805， 金额
116439 元；收据号：0009317，金额
20000 元，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龙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编号：
4304070036520，现声明作废。

◆罗志伟遗失 2016 年二级建
造师房建增项证，证号 169143
99116369902，声明作废。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罗智，43048119840317669X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殷梓涵（父亲:殷良峰，母亲:
周延顺） 遗失出生证， 编号:
Q430386199,声明作废。
◆蒋春花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
限公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医疗门诊）一
份，发票代码：143001713250，
发票号码 023345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湘 AA
956 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号：
湘交运管长字 430121208121 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
121620，号码 0041565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市岳化加油站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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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邓秋荣 13077181888

◆彭钰翔（父亲：彭长明，母亲：柳
成湘）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C430242532，声明作废。

◆邓哲瀚（父亲：邓辉林，母亲：陈
朝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417217，声明作废。

“这个消火栓完全就是摆
设！” 雨花区桔园经典小区的业
主近日向本报反映，他们小区的
消火栓已经超过5年处于没水的
状态了。

小区曾多次起火
消火栓缺水加重损失

4月30日下午， 记者来到该
小区，发现桔园经典小区共有AB
两栋楼， 业主李女士带着记者来
到了A栋。在1楼、2楼、3楼，记者
打开消火栓发现，里面皆不出水。
在2楼的消火栓上还贴上了物业
封条，显示时间为2014年。

除了A栋， 记者在B栋调查
也发现消火栓同样没有水。业主
们反映，小区以前发生过几次火
情，由于消火栓没水，对消防救
援造成了一定影响。“起火后，消
防员来灭火，发现没水，只能到
很远的街对面去取水，小火看着

烧成了大火。”

物业负责人：
消火栓至少5年没水

为何小区消火栓常年没水？
问题出在哪了？不少业主将责任
归咎于物业公司，认为物业在工
作中存在失职。

记者找到该小区物业负责
人曾先生，他介绍，他们于2013
年7月入驻桔园经典小区， 在与
上一任物业交接的过程中发现，
小区楼道消防泵损坏，到现在为
止，消火栓至少有5年没水了。物
业找了消防企业来维修，但一直
没有彻底修好，原因主要是业主
不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估价大概要40多万， 包括
消防系统、消火栓、消防水池等，
都要大修。”曾先生说，由于业主
表态不同意，维修的事就一直搁
置着。 而对于物业负责人的态

度，业主们并不认可，业主李女
士称，业主根本就没有不同意动
维修基金，相反，不少业主对此
事并不知情。

社区督促物业整改
申请动用维修基金

记者就此联系上桔园社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 整个小区有一
百多栋房子， 至少八十栋消火栓
里没有水， 小区的官网设计有缺
陷，此外，这个老旧小区其他消防
设施损坏和缺失的情况比较严
重，会尽快和安监部门沟通汇报，
督促物业尽快整改，解决问题。

不少业主代表也表态， 只要
能解决安全隐患问题，该动用的维
修基金就动用，毕竟牵涉到大家的
生命财产安全。 物业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按照程序申请动用
维修基金，尽快将损坏的消防设施
维修到位。 ■记者 张洋银

业主：三天两头跳闸，电器
烧坏不少

姚女士是大唐印象一期小区
业主。今年以来，姚女士家里已经
发生了多次跳闸、停电事件。

“天气越来越热，谁也不知道
啥时候会停电， 这给我们的正常
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姚女
士说，有时候，白天停电了，他们
不知道， 下班回家才发现冰箱里
的东西变质了。

姚女士告诉记者， 自交房以
来， 小区业主们使用的一直都是
临时电，“临时用电经常跳闸，一
些业主家的电器也被烧坏了。”

同在小区的业主黄先生表示，
尽管他们多次和小区物业以及开
发商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将临时电
改为正式用电，开发商只说已经申
报，在办理中，但一直没有结果。

“最近一次与开发商协商，对
方承诺这个月可通正式电， 可眼
看这个月过完了， 还是没有动
静。”众多业主无比焦虑。

开发商： 承诺最迟6月居民
可用上公电

对于业主投诉的问题，开发商
大唐地产相关负责人肖先生并不
避讳， 承认属实，“并没有夸大问
题”。肖先生表示，公司目前正加紧
解决这一问题，最迟六月份，小区

居民就能用上公电。 也就是说，业
主可以直接到供电局去购电。

肖先生介绍， 大唐印象一期
是公司并购项目， 原开发商因资
金问题在2017年转让了该项目。
“居民反映的问题属于原单位的
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也在积极解
决处理。”肖先生说，他们公司在
接手这一楼盘后， 已经先后召开
两次沟通协调会， 就该项目实际
情况进行了通报。目前，他们已经
与原施工单位终止合同， 通过招
投标由新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已经做好施工方案。

质疑：
小区公电什么时候接入

“高压负荷不足所致。” 小区
负责电力工程建设工作的刘工解
释，2012年， 大唐印象一期与电
力部门签订高低压配电合同时，
附近基本还没有开发， 所以配备
的供电容量相对有限。 后面很短
的时间内， 附近区域又开发了几
个楼盘， 相对有限的高压负荷被
占用，导致该项目接电难。

“目前已经解决了很大一部
分难点，但由于积压已久，仍有不
少工作需要协调。” 肖先生说，关
于小区来电的推进进度， 他们会
在第一时间通报，“一定按承诺的
时间兑现， 欢迎业主有问题随时
找物业。”

家里老跳闸，小区用电啥时能“转正”
长沙大唐印象一期业主入住3年多还在用临时电 说好的改造迟迟不见动静

入住5年 小区消火栓从没有一滴水
社区督促物业整改，不少业主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物业：用维修基金后，将尽快维修消防设施

长沙市民姚女士反映，长
沙大唐印象一期已经交房3年
了，可小区居民用的还是临时
电。 最近一次与开发商协商，
对方承诺这个月可通正式电，

眼看这个月过完了， 说好的通正式电却迟迟
没动静，业主们急在心头。 ■记者 李成辉 4月30日，桔

园经典小区业主
向记者展示该小
区消火栓内状况，
常年缺水，锈迹斑
斑。

记者 张洋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