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湖南中建
物业服务公司迅速动员部署，把业
主满不满意、认不认可作为检验主
题教育成效的标准，着力解决业主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做到以业
主满意度为导向，全面提升物业公
司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中建五局职工家属住宅老区
大都建造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
代，随着时间推移，小区整体设施
老化给业主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
便。 为了解决老区业主牵肠挂肚
的问题，提升业主的幸福感，中建
物业针对老区问题制定详细的提
质改造方案，统一对老区房屋、公
共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进
行改造。同时，结合业主长期反映
而未解决的问题， 中建物业运营
管理部从土建、机电和园林工程3
大类推动落实整改工作， 截至目
前，公司已完成需整改问题项102
条，整改率高达80%。

为进一步拓宽业主问题反映
渠道、方便业主生活，中建物业在官
方微信运营平台专门开通“U智汇”

服务。 业主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直接
报修、投诉，问题提交后，所有数据
汇总到系统后台， 客服人员半小时
内对工单进行确认， 并迅速分派给
相关职能部门处理。自今年6月服务
上线以来， 后台收集有效数据144
条，已帮业主处理问题129条。

在主题教育开展之际， 中建
物业还紧紧围绕为民服务解难
题，强化问题导向，依托“优+服务
学院”专业培训，整合内外部培训
资源，在客服管家、工程运营和秩
序线条三大板块组织开展岗位技
能培训和技能比武竞赛， 不断提
高员工的素质能力和服务水平。

2019年是中国物业行业发展
的“标准化建设年”，物业服务的
好坏和口碑在地产行业进入存量
时代的当下， 已变得至关重要。
“社会需要品质地产，而品质地产
需要品质物业。 物业公司要以主
题教育开展为契机，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切实做到为业主服务解难题。”中
建五局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
黄刚说。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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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启事
刘兴明（自述）， 男，89
岁， 身高 165cm, 体重
55Kg，救助编号 19100
703。 10 月 7 日，其自行
前往长沙市芙蓉北路派
出所求助，四川口音，自

述在外流浪多年， 不知道自己家
乡的详细信息和亲友联系方式。
我站多方寻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
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10 月 18 日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注销公告
岳阳新启明电脑网络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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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书面申报债
权。 联系人：谭哲 13975092363

遗失声明
岳阳新启明电脑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2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
2）各一个，注册号为 430600
100242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1489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继承人伍群英、叶明宙遗留
的登记在被继承人叶明宙名下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友谊
村 007 号第 1-2 栋 103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90002491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249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廖立忠名下所
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揽江苑市政
道路层-10509 号房、产权证号
为：712041410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安乡县自来水公司原行政公章
因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泉南高速湖南段 856km+680
m 处双向跨线桥施工，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进行施工，施工期
间需占用双向应急车道和部
分快车道，限高 5.0m，限速
60km/h， 请 广 大 驾 驶 人 谨
慎驾驶。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刘淑
婷报到证遗失，证号：2012126
04200522，声明作废。

◆梁上游（身份证号，43048119551
2110311）遗失由耒阳市产登记中
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22583 号
房产证，声明作废。

催归通知
刘常青（男，身份证 4326241969
08011715） ， 自 2019 年 7 月 3
日起你请假逾期未归，公司采取
多种方式仍无法催回。现登报通
知你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回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基础公司报到。如未按规定
时间报到，公司将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与你解除
劳动合同。 联系人:刘胜
联系电话:15074973688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基础公司

2019 年 10 月 19 日
◆王刚遗失湖南省药监局核发
的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为
431217070396，声明作废。

◆王银花遗失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二张， 号码：
0084024720， 金额：588.17 元，号
码：0084024739，金额 4318.35 元，
声明作废。
◆邓乐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资格证书一本，证号 2011430
1541000077，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岳阳万事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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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霞，13575004976

◆黄慧竹（身份证号:432927194602
104720）位于蓝山县南平路烟草公
司家属区号，房屋共有权证号:蓝房
塔峰镇共字第 20061207120 号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星河演出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核发
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执照副
本，注册号为：43000012017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星河演出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000768015138M，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骧湘 AC5191、湘 AB5850 长字
430100100340 号、430100024161
号道路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尹宏(纳税人识别号 92430103
MA4LFBAF1N)遗失由长沙市天
心区国家税务局坡子街税务分
局核发的金税盘，金税盘号 66
18299167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通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湘
西营业部遗失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20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0
0MA4L4G3H7F，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336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肖正英名下位于湖南省
长沙市开福区听泉路 199 号溪
泉雅园 A15 栋 1501 号房屋、编
号为：20190181201 号的他项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2019）湘 0105 执恢
377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宋星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清水路 59 号麓
南商业广场：5003、5004、500
5、5006、5007、6002、6003、60
04 号房屋，8 套房屋产权证号
分别为：715340434、71534065
4、715340653、715340600、71
5340601、715340604、7153406
07、715340610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分别为：
515103314、515103315、515
103316、515103317、5151033
18、515103319、515103320、
515103321、515103686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长沙中乐百货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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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霖，电话：1368733516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
19）湘 0124 执 915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宁倩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福元西路 99 号珠江花城二组团
1 栋 3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015495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2）
第 06631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10月18日晚，2019第十九届湖
南石门柑橘节暨文化旅游季活动在
石门露天交响音乐会中拉开序幕。当
晚，游客、橘商、石门市民群众等近万
人，在秋夜星空下，感受了一台恢宏
壮丽的音乐诗篇和文旅盛典。

在本次柑橘节期间， 石门向
全世界游客敞开怀抱发出邀请，
即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凡是到
石门夹山景区、龙王洞景区、壶瓶
山大峡谷景区旅游观光， 散客门
票票价全面享受5折优惠。

记者 丁鹏志 摄影报道

10月18日， 随着湘窖酒业
4800吨酱酒项目正式投产，标
志着湘窖酒业成为我省首家集
浓香型、酱香型、浓酱兼香型生
产于一体的“一树三花” 型酒
企，湘酒正式吹响“扩容”冲锋
号，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为丰富湘酒产品品类，“敢
为天下香” 的湘窖酒业再次勇
敢破局， 率先扩充白酒香型品
类，投建酱酒新基地。

“相信湘窖酱酒进入市场
之后， 必定会成为湖南酱香型
白酒的领导品牌。”金东投资集
团董事长吴向东在投产现场致
辞表示， 湘窖4800吨的酱酒项
目于2019年4月投建， 仅用了6
个月时间便实现投产， 再次上
演白酒界的“深圳速度”。

此次湘窖酱酒的投产，不仅
将更好地满足湖南消费者多样
性的消费需求，丰富湘酒产品品
类，更将推进湘酒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投产当天，还举行了“湘
窖·美酒封坛嘉年华”2019秋季
封坛文化节。 ■记者 胡锐

未来“人造肉”的市场前景
如何？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
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
认为，“人造肉”对偏爱素食或医
嘱不宜吃动物肉，但又不爱吃传
统豆制品的人群来说是福音。

但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目前
“人造肉”主要还是资本炒作的噱
头。受文化、社会等因素影响，中

国消费者可能较难改变传统饮食
习惯，预测市场接受度不高。

目前，“人造肉”产品价格相
对较贵， 金字火腿4片人造肉饼
售价达118元，引发消费者的质
疑与观望。企业与一些专家都表
示，随着技术成熟和生产规模扩
大，未来“人造肉”成本会逐步降
低，价格趋向消费者可以接受的
程度。 ■据新华社

猪肉有点贵，“人造肉”走红，你愿尝试吗
首款比猪肉贵几倍！“人造肉”究竟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市场前景怎样

10月16日，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召开“植物肉新品
发布会”。新品上市前，这家公司股价连连上涨。此前已有
其他食品企业发售“人造肉”产品。业内称，与“人造肉”相
关的企业已超1000家。

一方面受到资本市场追捧，而另一方面，有关概念炒作
和资本泡沫的争议也如影随形。“人造肉”走
红，到底是资本噱头还是健康食品新趋势？

是新概念还是“回锅肉”？

“味道不错， 口感与牛肉很
像。” 金字植物肉新品发布会现
场，有体验者表示。记者了解到，
此前在金字火腿天猫旗舰店预
售的1000份“人造植物肉饼”已
全部售罄。有业内人士称，“人造
肉”的走红，多少有些“回锅肉”
的意味。

据专家介绍，“人造肉”按照
制造工艺和生产技术可分为植
物肉和培养肉两大类：前者是基

于植物蛋白等原料，通过人工方
式合成肉类相似物；后者是用动
物干细胞培育出的“人造肉”。两
者在主要原料、生产成本、技术
路线上都存在差别。目前人造肉
行业企业大多集中于植物肉方
向。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副
教授李健认为，目前市场上一些
企业采用的技术，并无特别多的
创新。

“人造肉”是否安全、健康？

这类“人造肉”产品究竟采
用的是什么技术？金字火腿公司
首席技术官、 总工程师马晓钟
说，植物肉研发中主要解决的技
术难点有两个：一是植物蛋白改
性问题，从大豆蛋白圆形分子结
构重新构成肉类的纤维状分子
结构；二是利用植物来源的风味
物质让植物肉接近动物肉的质
感、香味。

有消费者追问，“人造肉”里
到底添加了什么？是否如其宣称
的那样安全、健康？

金字火腿公司称， 所生产
的植物肉主要由大豆、小麦、豌
豆、饮用水、食用酱油、香辛料、
甲基纤维素、醋酸酯淀粉、瓜尔
胶、甜菜红、高粱红、食用香精
等组成。

浙江省金华市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王晓云说，金字火腿公司
于9月份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
请。 相关部门对企业生产资质、
生产工艺、原材料、配方等进行
严格审核，认为企业达到国家相
关食品的生产标准。

“人造肉”市场前景如何？

“橘乡”开启
文旅盛宴

湖南中建：
第二批主题教育着重解决业主满意度难题

湘窖酱酒项目投产
湘酒吹响扩容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