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人对于雪天生就有一种
期待和热爱，但是因为纬度原因，
在南方看到雪并不是那么容易。
12月2日， 大王山就已经下起了
“第一场雪”! 在湘江欢乐城冰雪
世界， 约3万平方米的欢乐雪域
里， 一朵朵雪花洋洋洒洒从屋顶
飘落下来，轻轻落在滑道上、雪村
里，地上结起了晶莹剔透的冰霜，
大滑道下方铺着薄薄一层积雪。

项目负责人介绍， 冰雪世界
主体结构是由功能平台与钢结构
组成的密闭空间， 其四周的维护
结构采用的鱼腹式结构， 形成1.9
米至3米不等的中空，同时采用国
内最先进的复合型保温材料，使
整个建筑变身一个“超级大冰箱”。

这个“超级大冰箱”共为8个

区域，由造雪系统、冷风机系统、
地盘管系统共同组成制冷造雪系
统。四台氨制冷主机提供冷源，介
质为复合多元醇，为雪场造雪机、
冷风机、 地盘管提供 -27℃ 、
-13℃、-8℃三种温度冷源。

雪场采用15台造雪机， 冷源
温度为-27℃， 室内空气经过除
湿、 降温与高压空气及低温水混
合形成雪花， 通过喷射管给雪道
补雪。 整个雪馆的各个造雪机联
动控制管理， 通过一台末端电脑
操作， 雪的质量和雪量可根据需
要进行控制。

由于整个雪场是封闭在保温
板内部的， 保温板外部与冰雪世
界的结构物相连接， 中间形成空
腔。 如果急速降温将导致保温板

内外压强差变大，会对保温板形成
压力，导致保温板弯曲，影响保温
效果，甚至会有安全隐患。为此，雪
场采用逐步降温的方式，确保整个
空间的安全性的基础上，为游客提
供愉快刺激的滑雪体验。

降温后的雪场室内温度将常
年保持在-3℃左右，并常年保持
45厘米厚积雪， 整个建筑到时候
就像一个镶嵌在矿坑之中的“大
冰箱”。同时，屋顶水乐园的水体
对室内将起到一个保温作用，降
低制冰造雪的能耗。

目前， 冰雪世界已进入制冷
造雪阶段，看着现场的皑皑白雪，
真想马上就去玩个痛快。明年，随
时都能去大王山看雪滑冰了。

■记者 石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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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民来说， 与太阳的每
一次重逢， 都意味着一场大
“洗”：洗衣服、晒被子、遛娃，还
有快要发霉的抑郁心情。

“好多天没晒衣服、 晒被
子，感觉都发霉了。”看见太阳
出来， 家住开福区洪山街道的
唐先生第一时间将没有晒干的
衣服拿到了天台上，“知道天晴
后会有很多人晾晒衣被， 怕晚
了找不到位子， 所以就早早地
来占个位子。”

在湖南烈士公园，前来散步
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但以老年

人和小孩居多。正在给孩子拍照的
刘女士说，她家就住公园附近，这
段时间老是下雨，温度还低，她根
本就不敢带孙子出来玩， 天一放
晴，就赶紧把孙子带出来透气。

阳光正好， 家庭主妇们也忙
碌起来。当天上午，芙蓉区韭菜园
街道刘女士家的洗衣机就没有停
过， 把家里堆积的衣服被罩都洗
了，一早就晒出去了，晒完了又把
家里鞋子都洗了，忙得喘不过气，
“难得这么好的太阳，不晒太浪费
了，要是每天都有太阳，就不用这
么累了。”

遗失声明
熊英遗失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
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揽江
苑 9栋 2104号房的他项权证,编
号为：510022068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名楼园林绿化管理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公司行政公章，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91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胡亚群、颜建文名
下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
路 550 号今利园 5、6 栋 103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00434778、
0004370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4）
第 00244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601722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无名氏，男，60 岁左
右， 身高 165cm,体
重 50Kg， 救助编号
19120201。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长沙
市雨花区黎托街道
接受救助。该受助人

员不说话， 疑似精神或智力障
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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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 女，35 岁，身
高 153cm,体重 51Kg，
救助编号 19092003。
2019 年 9 月 20 日在
长沙市雨花区新建西
路鸿扬家装店前接受

救助。 该受助人员现在长沙第三
社会福利院，有精神障碍，无法进
行有效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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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

寻亲启事

◆湖南省津市监狱陈帆遗失警
号 4304031，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丁嘉峰遗失警
号 4304020，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 年 10 月 10 日，接群众举
报， 我局专卖执法人员联合公
安部门在岳临高速衡阳县石市
出口对车牌为湘 J2KV66 的车
辆进行检查， 在该车内查获一
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
输的卷烟 16 个品种共计 1900
条， 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码：蒸烟存通字 [2019]第 166
（1-2）号。）2019年 10 月 15日
在我局公示平台发布寻主公
告， 但上述涉案物主至今仍未
到我局接受调查处理， 请上述
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我局（地址：湖南
省衡阳市衡阳县西渡镇向阳南
路 4 号， 联系电话：0734-6813777）
接受调查，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卷烟做出处理。

衡阳县烟草专卖局
2019年 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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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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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291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王中建名下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隆平路 169号紫御园 7 栋
805 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
20180301316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衡阳市广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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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电话 18932406480

注销公告
永州市鑫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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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忠球，电话:13574608660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张美
蓉名下位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
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5
房、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69713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曹悦（父亲:曹卫林，母亲:苏小雪）
遗失出生证（登记编号 O430470876），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军事法院(2018)军 02 执 24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李国栋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刘家冲
北路 238 号满庭芳 6 栋 101 房
产，权证号为 714127919与编号
长国（2014）第 069861 号国土
证一并公告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军事法院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院（2018）浙 1102 执 291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落
于长沙市芙蓉区南阳街 8 号逸
豪公寓 2421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20160023196 号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郭尧坤、丁晶鄂遗失当代滨江
购房款发票（号码 00007574 金
额 239283 元，00007681，金额 54
0000 元）代收费用收据（号码
0000568 金额 10 元 ，0000495
金额 370元），声明作废。

◆谭尧文遗失长沙师范学院
音乐学专业报到证，编号：20
18138062006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林建设有限公司涔天河
水库扩建道路复建工程第五标
段项目经理部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L5657000033501,
账号：43001580071052504454，
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华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赛林艺标（92430721M
A4LPQG96Y）遗失税控盘，盘
号 8899093155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众行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43010503027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朗星空文化用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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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云，电话 18673703488

撤销解散清算组公告
岳阳市新兴绿林苗木有限责任公
司 2019 年 11 月 29 日经股东大
会决议，撤销 2019 年 11 月 11 日
的注销公告解散清算组， 公司继
续经营。 杨新平 13337205716

注销公告
岳阳市富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研究决定注销，请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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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静,电话 13975008239

遗失声明
我单位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临时户开
户许可证一份，户名为湖南省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龙
琅高速公路第一监理处,账号:
18580901040013028,核准号 :
L5620000160502,编号:551000
142105,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娄底春园支行,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美蓉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2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6971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美蓉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3 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6971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美蓉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8 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6971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18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张美蓉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万家丽北路二段 338
号金鹰汇大厦 1417 号房屋、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6971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
19）湘 0121 执 2697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李镜平名下的坐落于
长沙市长沙大道 598 号檀香花
园 46 栋 104 号的房屋、相对应
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6595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27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汤玲名下坐落于
长沙市万家丽南路二段 1029 号
黑金时代 4 栋 203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715211098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51
5082226、20170137228 号 的 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李安然（父亲：李能武，母亲：李
景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65974，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汤西米遗失警
号 4304116，声明作废。

长沙大“洗”日，这里却下了“第一场雪”
湘江欢乐城进入制冰造雪环节 未来三天我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赶紧洗洗晒，遛遛娃

11月25日以来，一股强冷空气横扫三湘大地。记者12月2日
从长沙市气象局获悉，在这股冷空气的助力下，长沙已于11月25
日正式入冬，比历年平均入冬时间略晚2-3天。12月2日，持续多
日的湿冷天气也终于告一段落。

一大早，“休息”多日的太阳就按捺不住，冲破云层，赶来与长
沙市民见面。对于入冬来的第一缕阳光，市民也格外珍惜，争分夺
秒享受，生怕晚一点阳光就没有了。也不要急，因为即日起至4日
白天，多云到晴天将是我省天气主旋律。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曾彦彦 王向

气象部门预计，2日到4日
白天， 我省仍以多云到晴天为
主，气温也将有所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上
周省内降水较为频繁， 但从近
期来看， 全省降水仍是偏少的
态势。 湖南省气候中心数据显
示，近30天（11月2日至12月1
日）， 全省平均降水量39.2毫
米，较常年偏少四成。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 累计
雨量偏少、 雨日少仍然是省内
大部分地区的总体天气趋势。

其中，3日8时至4日8时，全省
多云到晴天，湘西、湘东南部分地
区清晨有雾；4日8时至5日8时，湘
西北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

气温方面，4日至6日还有冷
空气补充南下，省内气温偏低。
3日最高气温14℃～16℃， 最低
气温4℃～6℃。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一周省
内无有效降雨， 气象干旱呈发展
态势，需密切关注，同时，提醒相
关部门及公众加强森林防火和城
乡用火、用电安全防范工作。

大“洗”之日：晒衣服、被子，还有快要发霉的心情

未来三天：湖南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12月2日，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已进入制冷造雪阶段。 记者 石芳宇 摄

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进入制冷造雪阶段
“超级大冰箱”里首现“冰雪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