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乡汽车南站

方特

金洲大道

通号产业园

步步高新天地

麓谷枢纽

西湖公园

湘雅三医院市政府

世界之窗

烈士公园

桃花岭景区

岳麓大道

宁乡高铁站

宁乡行政中心

二
环
路

岳宁大道
三一大道

滨
江
景
观
道

麓
谷
大
道财经学院

枫林路
枫林路

长沙站

长沙西站

A03视点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编辑/李青 美编/叶海琳 校对/曾迎春

遗失声明
本公司不慎遗失《安全评价机
构资质证书（副本）》一份，证
件内容如下：机构名称：湖南
科大广通能源安全技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乙
级；评价区域：湖南省范围内；
证书编号：APJ-（湘）-313；首
次发证：2006 年 12 月 21 日；
有效期至：2020年 4月 19 日。
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湖南科大广通能源安全技术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7日

拍卖公告（第 2次）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5 时在长沙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三楼拍卖厅对万家丽
路东方新城 C 栋综合楼 1-2 层
部分，3-6 层全部， 总面积约
6361.12 平方米， 共计 120 套商
业办公房产所有权进行第 2 次
公开拍卖处置。 起拍价：8142 万
元。 成交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
付款的同等价位优先；分次付款
的首笔不低于成交价的 60%，尾
款 40%自拍卖成交之日起 6 个
月内付清。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身
份证明及保证金进账单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请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6 时前将保证金按本公告
规定的要求，按时缴纳到指定的
账号，若因竞买人自己交错或未
按时缴纳，将自行承担不能参加
竞买的责任。
1、拍卖保证金 4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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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 开户
行：交通银行长沙潇湘支行。
2、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账户：中
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731907544810666；开户行：招商
银行长沙岳麓支行。
报名及展示时间、 地点：2019 年
11 月 19 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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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陆 fwpt.csggzy.cn 或公
众号 xgqn-cs 了解详情）。
咨询电话：交易中心 89938806
拍卖公司 15575828858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耒阳市大义乡泗马塘煤矿遗失
向耒阳市国土资源局缴纳采矿
权价款的湘财通字（2013）NO.
1368759029号湖南省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和湘财通字（2013）
NO.1351163798 号湖南省非税
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 各 一 份 ；
耒阳市大义乡泗马塘煤矿遗失
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采矿
权价款的湘财通字（2013）NO.
137997113X 号湖南省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和湘财通字
（2013）NO.1379970516 号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各一
份，均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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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人启事
2018年 6月 23日，在望城区白
箬铺镇光明村刘某家门口捡到
男婴一名，2018年 6月 18 日出
生，取名刘子昔，孩子捡到时
身边有一张写有其出生日期的
小纸片，现请孩子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望城
分局白箬铺派出所联系(0731-
88560007)，即日起 60 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2438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杨慧平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芙蓉南路四段 1129号幸福庄
园福园 3栋 905号的房屋、产权
证号为 ：715342403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5）第 023581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70150014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魔指秀美甲店不
慎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044675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
18）湘 0521 执 1723 号之四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王苏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马
王堆南路 258 号现代商贸城 3
栋 713号房产、产权证号为：716
11988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3）第
01083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及该房屋编号为：51603629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0 时在本公司对长沙市书院南
路 306 号金能大厦 5、6 层部分房
产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
者请于 11 月 18 日 16:00 前携有
效证件及保证金 1 万元到我司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标的即日
起在所在地公开展示。 报名地
址：长沙市湘春路东宸公寓 601 室。
电话：18867427568 黄女士

湖南三友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湘乡市金石镇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二份，
号码:216492874、216492910，
特此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9 年 11 月 5 日汝城县
信任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
减至 400 万，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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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式：13510313466
联系人：何胜男

遗失声明
石门正和益工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石门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12 月 6 日核发的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4307260771700
673，中国建设银行石门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86
000267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天汇公共交通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印章，编号：4304
810000167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敏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8 年 5月 3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 副本， 信用代码：
43040000003069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华军纸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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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武军，电话 18975433176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9 月 20 日长沙市
启航学校董事会决定，本校拟将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减至 100 万
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校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
求学校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联系人:李建飞
联系电话：15211005917

遗失声明
湖南湘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MA4
QU6155Q)遗失公司公章一枚，
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民初 656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湖
南富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颐
美会现代城 2116号房、将栋证
号：20180190021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393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郭良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长沙大道 508 号桂花城栖
霞苑 F8 栋 604号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09）第 071225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掌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9 日核发 91430400M
A4L1EL350 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公章和印鉴卡、遗失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高
新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
540003347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深湘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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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胜男 电话：13510313466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城市英雄网络
俱乐部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
楼分局 2002 年 8 月 15 日核发 43
06022000018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顺安建材五金批发部遗
失茶陵县工商局 2009年 4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2460005189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魅丽一嘉美容美体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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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电话:15307401889

◆肖铭泽（父亲：肖海清、母亲：颜
丽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O430640242，声明作废。

长沙将建四条有轨电车线,经过你家吗
覆盖梅溪湖、滨江、马栏山、宁乡等区域 方案已公布，向公众征集环评意见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今日从长沙市
发改委官网获悉，《长沙市小运量有轨公
共交通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第二次信息公示》 已于近日在网站上公
布，向公众征集长沙市小运量有轨公共交
通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11月6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按要求提出意见。

《长沙市小运量有轨公共交通建设规
划（2019-2023）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中，公布了四条有轨电车的线路和

具体站点设置。有轨公共交通建设方案共
涉及4条线路，总里程约 75.3km。

据了解，小运量有轨公共交通建设规
划期的确定主要考虑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满足城市建设发展需要以及近期建设规
模，本次规划研究年限为2019～2023年。
规划目标为有效弥补轨道交通和常规公
交各自的局限性，完善城市多元公共交通
体系，提升公共交通整体竞争力；与轨道
交通、常规公交衔接，充分发挥线网功能，
但不在全市层面大规模布局线路，主要在
发展定位高、交通需求旺盛、建设条件好
的部分重点地区谋划先行试验线。

■记者 石芳宇

马栏山线
【长度】全长约7.9km。
【工期】计划于2019年底开工，至2021

年年底建成，工期为24个月。
【线路】全线共设置车站10座。主要服

务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对外通勤出行及休
闲出行，设有烈士公园东站、九道湾社区
公园站、星洲塔站、公园路站、朝阳站、马
栏山站、月湖公园站、金鹰站、世界之窗
站、中南汽车世界站共10个站点。

【敷设方式】采用胶轮有轨电车，沿
线道路空间局促，因此大部分路段采用高
架敷设；在过京广铁路处，受京广铁路及
京广铁路疏解线限制，此段采用地面线下
穿通过。

梅溪湖市府线
【长度】全长24.6km，其中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8.3km。
【工期】计划2020年4月开工，2022年4月完成，工期为24个月。
【线路】设站21座，串联梅溪湖二期、梅溪湖一期、市政府、金融中心，途经梅

溪湖、桃花岭、西湖公园、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八方小区等大型客
流集散点。起于麓谷枢纽，沿梧桐路-梅溪湖路-金星路-咸嘉湖路-双塘路-银双
路-科韵路-观沙路-佑母塘路-滨江景观道敷设， 止于潇湘北路与滨江景观道交
叉口。

【敷设方式】本线采用钢轮有轨电车，在二环外考虑地面敷设为主，在二环内
考虑到交通流量大，为减小对交通影响主要采用高架敷设。

长宁线一期
【长度】全长59.5km，其中一期工程线路全长38.8km。
【工期】一期计划2020年6月开工，2022年底建成，工期30个月。
【线路】长宁线一期工程是东西向连接宁乡与长沙市城区的快速

线路，设站13座。串联了长沙河西副中心梅溪湖片区、白箬铺、金洲高
新区组团以及宁乡新城组团和经开区组团； 作为长宁产业功能发展
轴的西向快线，可承担长沙市区与宁乡市区、金洲新区之间的快速出
行，引导城市向西拓展。长宁线一期工程西起宁乡汽车南站，沿二环
南路-岳宁大道-金唐公路-金洲大道-枫林路走行，止于枫林路与东
方红路交叉口西侧。

【敷设方式】长宁线线路长，时效性要求较高，运行速度高，因此
本线路权形式采用独立路权，建设有轨电车的专属通道，车辆除车站
外区间运行快速，可保证运营时效性。由于本项目沿线通道为城市主
干路、快速路，车流量大，不易压缩既有社会车道数量，且沿线规划路
网密集，被交道路多，且部分地段道路两侧地块开口众多。同时考虑
尽量降低工程投资，保证工程可实施性，除穿越山岭路段采用隧道形
式，其他路段均采用高架形式敷设。

梅溪湖高新区线
【长度】全长10.3km。
【工期】 计划2021年6月开工，2023年6月建成，

工期24个月。
【线路】全线共设站12座， 串联了梅溪湖综合

服务区与高新区产业集聚区， 改善沿线重点产业
园区公共交通服务，引导和提升沿线用地开发。起
于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沿临水路-麓谷大道-�岳
麓大道敷设，止于岳麓大道与汇智路交叉口。

【敷设方式】本线采用钢轮有轨电车， 沿线道
路交通流量大，且沿线横向交叉口众多，为减小对
既有道路改造工程量，主要采用高架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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