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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蟒蛇躺在车子引擎盖上晒太阳
长沙市环保大道一酒店门口现惊魂一幕 消防员花15分钟将蛇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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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股东： 长沙协腾软件有限
公司定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下午 3 时在长沙市天心区芙蓉
中路 380 号汇金国际金座 504
号房公司会议室召开长沙协腾
软件有限公司股东会， 现将会
议内容通知如下：1、 确认公司
清算报告。 2、讨论公司注销事
宜。 请各位股东（王云飞）根据
本通知准时出席会议， 本人确
实不能出席（参加）的，可委托
他人参加本次会议， 股东委托
他人参加或委派代表参加本次
会议的，应出具授权委托书。 本
人不出席， 也不委托他人或者
委派代表参加会议的， 视为对
公司决议事项放弃股东表决
权。 特此通知！ 联系人:刘爱田，
联系方式 17788900258
长沙协腾软件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刘爱田

2019 年 11 月 9 日

长沙协腾软件有限公司

股东会会议通知
合伙人会议通知

远东中联国际投资（北京）有限
公司：湖南红马投资共同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决定于 2019
年 11月 25日下午 2：00 在长沙
市雨花区劳动西路 102 号兴威·
新嘉园 1211 房召开合伙人大会，
现将会议内容通知如下：
1、关于合伙企业解散的议案；
2、关于合伙企业清算的议案。
联系人：陈穗 电话：13875965721
湖南红马投资共同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9年 11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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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执 452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文翀、欧阳璐莎名下位
于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
陆都小区 21 栋 2401 号的房屋、
产 权 证 号 为 ：20170287756、
20170287757 号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
180254241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执 2448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吴朗杰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竹塘西路 280 号南国嘉
苑 3栋 402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0017443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170
300028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俊雅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8 月 4 号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516517459，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恢 523 号
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苏传斌
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区金星
北路二段 89 号恒大华府 5 栋
802 号房的长国用 （2015）第
035746 号国土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猫人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私章（何
艳玲）各一枚，声明作废。

◆候忠明遗失湖南湖南广播电
视大学毕业证书 , 证书编号 :
5130652003060012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中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谈劲峰）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依库洗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338
455408E)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名品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解
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蒋
阳辉，电话:18826895095

遗失声明
湖南润石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63160，号码 019087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韦纳柏业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05507399858)遗失公司公章
一枚，公章编号 :43010001203
61，声明作废。

◆陈程遗失（公现役字第 0125830
号）的警官证，声明作废。

◆欧文敏遗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发票两张， 2018年 12 月 3 日，
编号：130381339，金额 1266.6 元；
2018 年 12 月 3 日，编号：1303813
37，金额 178.4元，声明作废。

◆秦不器（父亲：秦笃顺、母亲：罗
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O43039182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敏捷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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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敏，电话 13973461395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1758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可芝名下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左岸春天
D区 23 栋 502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00672517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该房编号为长国用（2006）
第 050340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编号为：514028953 号他
项权证下的 502 房和编号为：
515027821 号他项权证下的 502
房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湖南创客博大国际知识产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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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城，
电话：15675800708

遗失声明
众诚保险湖南分公司不慎遗失
商业险批单，单证流水号：00
0010651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禾润园林绿化（长沙）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国稻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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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崎
电话：0731-85521115

减资公告
湖南蓝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资本从 5800
万元减至 300万元。 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联系人：郑碧浪
电话：18670017806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
10 时至 11 月 22 日 10 时止在淘宝
网拍卖平台按现状拍卖长沙市
开福区体育馆路 11号新奥大厦
401 房，起拍价 757 万元，请竞
买人及时注册登录淘宝网并足
额支付竞买保证金 80万元参与
竞买。 联系人：李女士 18874719880

长沙市土地拍卖有限公司

◆杨鑫遗失 2018 年 5 月 5 日考
试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证号 4318062003152 等级二级乙
等，声明作废。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
街道回龙村村民冯春明（男，身
份证号 43012219660209161
8）系望城区大泽湖潇湘北路
代征项目拆迁户，有 110 平方
米购房指标，编号【2017】5425，
特此声明。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本报11月8日讯“好大一条
蟒蛇卧在酒店门口的白色小车
上，很吓人!”昨天中午，长沙市雨
花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
环保大道南庭国际酒店门口的一
台白色小车上， 有一条大蟒蛇正
在晒太阳。“消防员快来帮帮忙！”
(扫报眉左上角二维码看视频)

目击者称， 蟒蛇约有两米
长，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谁养的
宠物， 正在引擎盖上晒着太阳。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不少市民
围过来看， 蟒蛇可能受到了惊
吓，跑到引擎盖下面去了。”酒店
的一名保安说。

记者从现场视频中看到，消
防员穿着灭火救援服装， 打开小

车的引擎盖，开始捉蛇。约15分钟
后，蛇头被扯了出来，两名消防员
配合，握住蛇头和七寸部位，小心
翼翼地继续向外拉扯。不一会儿，
整条蛇被全部拉了出来。 只见它
吐着信子，不时张大嘴巴，显得十
分凶猛。 消防员将其放入特制的
箱子，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置。

消防员提醒，季节变化，蛇等
危险性动物可能会找暖和的地方
活动或即将开始冬眠， 如果市民
发现家中有蛇， 不要擅自捕捉或
者追打，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人身
伤害，要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
助。此外，如果饲养此类动物，须
加强看管， 以免逃出后惊吓或伤
害市民。 ■记者 张洋银

如果不满意物业
服务质量， 很多业主
会选择拒缴物业费来
抗议， 最终双方往往
闹得不欢而散。近日，
长沙县国泰九龙湾小
区的59名业主纷纷
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起诉者正是被他们炒
掉的前任物业公司：
广州广电城市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以下简称前
任物业）。物业公司要
求这些业主缴齐所欠
物业费并支付滞纳
金，而在此之前，该物
业公司还向小区近千
户业主贴出了“律师
催收函”。对此，众业
主表示不服，“入住才
3年的小区， 很多设
备都损耗严重， 那前
物业是否该为维护不
力买单？”面对业主的
质疑，11月8日，前任
物业回应了一句：一
切以法院判决为准。

■记者 杨昱

长沙县一小区前物业被炒掉后，近千户业主被贴“律师催收函”

物业“不靠谱”反告业主欠费，会怎么判

“我两年没缴物业费，前任物业
公司也没有在我门前贴催交通知，
直到收到法院传票。”拿着前物业公
司的起诉书， 国泰九龙湾小区业主
熊女士向记者倾诉了为何拖欠物业
费的原因。她说，入住小区前，为了
防止装修时破坏楼道地板砖， 她丈
夫特地准备了地毯， 哪晓得才放一
个晚上，地毯就被人顺走了。熊女士
说，新入住才3年的小区，不仅垃圾
常常无人及时清理， 还常有老鼠乱
窜，“这样的环境哪对得起1.8元/㎡
的物业费？”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还是小区的

安全问题。小区大门是敞开的，卖菜
的、捡垃圾的随时能进来，跟前任物

业怎么反映都没用。” 业主李先生
说，自己入住小区后，只交了半年物
业费就没有再交，“绿化、卫生、门禁
都做得难以让人信服。 我车位上有
很多垃圾，特意喊他们去清扫一下，
他们说好，结果几天都没有反应。直
到我去物业公司发了一顿火， 这才
安排人去清扫。”

“那些在楼道贴广告的人， 随时
可以进小区。每次推销人员敲我家的
门，都吓得我不敢开，生怕是偷小孩、
搞诈骗的。”业主易女士说，以前在小
区，由于垃圾未及时清理，一下雨，污
水就渗出来，一到夏天就伴有阵阵恶
臭。“直到换了新物业，情况才得到了
转变，我们也愿意交物业费了。”

“前任物业管理小区期间，业主
户数近2300户， 其中大多数业主选
择拒缴物业费； 再从业主大会解聘
前物业公司来看， 说明该公司的服
务水平与物业费不成正比。”长沙县
国泰九龙湾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唐
文武说，小区的物业费是1.8元/㎡，
这个价位在长沙县众小区算是中等
偏上， 可物业的服务质量确实难以
让业主满意。

“在有业主反映陆续收到法院
传票后， 我们曾与前任物业公司协
商， 是否采取折价或是完善部分公
共基础设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

都没谈拢。”唐文武说，在与对方代
理律师的沟通中， 前任公司的态度
是继续诉讼。

他表示，前任物业公司是在7月
28日离场的， 当时就在小区千余户
业主家门上贴出了“律师催收函”。
从11月12日起，59名被起诉的业主
将会陆续到长沙县人民法院去应
诉。

11月8日，记者从前任物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 小区业主共
欠该公司物业费490余万元，对于业
主的质疑他们未向记者作任何解
释，“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

业主纷纷反映旧物业“不靠谱”

协商不成，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声音

回应

▲消防员
把2米长的蟒
蛇捉住， 放入
特制的箱子。

▲

消防员
打开引擎盖，
扯出蛇头。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