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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余先生购买了远洋
外滩壹号一套190多平方米的大
平层，当时均价为13000元/㎡，但
眼看着12月30日即将交房，意外
却发生了，“11月7日，我去地下车
库， 发现D栋下沉庭院顶板严重
开裂，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开裂面
积至少有600-700㎡， 有些裂痕
长达数米。”

12月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
到位于岳麓区滨江景观大道的远
洋外滩壹号， 想到地下车库一探
究竟， 却被一名安保人员拦了下
来：“从昨天开始，地下车库已全部
封锁，你不能下去。”记者现场看
到， 在每个地下车库入口均有保
安严守，连电梯都处于检修状态。

一名知情业主向记者提供了几
段视频和照片，从中可以看到，车库
的顶板上纵横交错的裂缝， 从数十
厘米到数米不等， 虽然大多裂缝经
过处理，但看起来还是触目惊心。而
且在顶板和框架柱交接的位置，施
工人员正在用钢板加固。

“早在11月1日，开发商就发现
了裂纹现象，并进行修补。但11月2
日却开始紧急卖车位， 交一万还可
以打八折。”在一旁的业主王女士有
点悔不当初，“买的时候置业顾问并
没有跟我说开裂的事， 知道就不会
花15万多元‘入坑’了。上周五湘江
新区相关负责人就曾与业主、 开发
商召开协调会， 要求开发商停止修
补工作，但开发商仍未停止施工。”

本报12月3日讯 “小
区为了这个业主大会不止
一次起冲突了， 昨天业委
会 主任 还 被 一 个 老 人 打
了 ， 头 发 都 被 扯 掉 一 大
把 。”今天，长沙市天心区
暮云镇鑫天·山城明珠小区
业主们议论纷纷，大家对小
区议事规章与物业公司是
否续聘的问题看法不一。

躺在医院急诊病房的小
区业委会主任黄向阳告诉记
者，昨天下午4点多，小区正
在召开业主大会， 对是否与
物业公司续聘问题进行投
票， 办公室外来了一些老年
人进行阻挠。 黄向阳要求老
人们离开， 双方爆发了肢体
冲突。

“业委会不尊重老人，这
才发生了肢体冲突。” 下午，

记者在小区走访时， 目击者
刘女士说， 与黄向阳产生冲
突的是一名78岁的老人。

走访中， 记者发现小区
部分业主对业委会颇有不
满：有业主调查发现，业委会
方面动用了专项维修基金，
维修价格比市场价高了近一
倍。而对于更换物业一事，不
少业主也表示不支持，“现在
更换时期不成熟， 应该先治
理好小区的环境。”

“在这个小区里，业主们
意见不统一， 矛盾很大。”南
托街道融城社区主任宋国良
说， 该小区已经多次召开业
主委员会， 并未取得较好效
果， 正在积极协调， 化解矛
盾， 下一步将由社区主导业
主大会，解决相关问题。

■记者 张洋银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民初 4520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
心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省
国际工程咨询中心）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梨子山小区
016 栋 105、106、205、206、
305、306、405、406、505、506、
605、606 号房屋、产权证号
分别为：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4013652 号、714013656 号、
714013670 号、714013671 号、
714013686 号、714013692 号、
714013834 号、714013843 号、
714013845 号、714013846 号、
714013849 号 、714013854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及该 12 套房
屋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产权证
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
动产暂行条例细则》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 不
动产权证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岳房权证云溪区字第 211078 号，
权利人 :张爱云、王西江，不动
产权利类型:房屋所有权，不动
产坐落:云溪区云溪镇下街居委
会菜园组。 不动产权证或不动
产登记证明号:岳云集用(2008)
第 025 号，权利人 ：张爱云 、
王西江，不动产权利类型：集
体土地使用权，不动产坐落：云
溪区云溪镇下街居委会菜园组。

岳阳市云溪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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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益阳市蔡氏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湘 H8667 挂道路运输证,证
号:430903206363,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韶山东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原
10000 万元整减少至 5000 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见报后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吕晓钰，
电话:1512457806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54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
封案号（2018）湘 0111 执保 242
号】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龚建
臣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
丽南路一段 98 号桃园 1 栋 51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408912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51403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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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 46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王长滨名下的坐落于长
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81 号君
临大厦 1202 号的房屋、相对
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06）第
01402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446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贺曼君名下的坐落于
长沙市东二环路 168 号高桥大
市场日化城第 3 栋 303 号的房
屋、产权证号为 714141409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03）第 017416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514075818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陈文伟 2019 年 12 月 2 日遗失身份
证 430402196911291534，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方权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41152820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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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 房、1410
房 、1411 房 、1419 房 、1420
房、1422 房、1423 号等 7 套
房屋、分别相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4）第 069707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08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09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17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18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20 号
长国用（2014）第 069721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衡阳万恒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编号：4304078003326）遗失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何明敏遗失当代滨江购房款
发票（号码 20082673，金额 1226
57 元；号码 20082674，金额80000元；
号码 20133865，金额 600000）代收费
用收据（号码 0003149，金额 370
元），声明作废。

◆范超杰遗失金地（集团）湖南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 ， 金额
1155115 元， 和代办不动产登记费
用收据，金额 98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首信医疗信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大会
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
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罗
惠芝 电话：1588107731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
民法院(2016)湘 0111 执 2159
号之五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陈刚坐落于长沙市雨
花区五金机电大市场 C 区 14
栋 301 房屋不动产权证证号：
00471682、国土证：长国用（20
16）第 019214 号和他项权证：
512005059 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6）湘 0111 执 2159 号
之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
执行人陈刚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五金机电大市场 C 区 14栋
401 号 房 ， 权 证 号 为 004717
0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编
号为长国用（2006）第 019638 号
的国土证及他项权证 5120050
59号上 401房的抵押登记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3 执 790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赵正喜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东二环路 168 号高
桥大市场日化城第 2 栋 103 号
房产、产权证号为：00285677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0）第 017330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他项权证 515095834 号上的 2
栋 103 房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5 执恢 729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兰寨辉名下位于长沙
市人民新村鸿基公寓南 604 号
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11）第 049594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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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勤隆（湖南）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
洪山路 253 号御景龙城 2-DC
-2B 栋 106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
为：714140969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6)湘 01 民破 5 号民事裁
定书和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2016）湘 0105 民破 1
号决定书，现将登记在被申请
人长沙维多利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
伍家岭丽臣广场北侧房屋 10 个
产权证，产权证号码分别为：
00495712 号、00495713 号、
00495714 号、00495715 号、
00495716 号、00495717 号、
00495719 号、00411580 号、
00429381 号、00429382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一并登报公
告作废。 特此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得天缘网
吧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彭勇，电话 18566277068

◆刘达遗失湖南通用机打发
票（医疗住院）第一联，发票代
码：143001913350，发票号码：
01095859，金额：8126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为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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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安新 电话：18153796265

◆屈孝国（身份证号，4304811958
0818001X）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597
60 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
社区卫生服务站遗失财务章，法
人（屈金莲）私章，声明作废。

◆钟晨馨（父亲：钟福，母亲：侯
彦晓）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0431197722 ，声明作废。

眼看要交房，车库顶开裂如“蜘蛛网”
事发长沙远洋外滩壹号 开发商：整改后不影响使用

■记者 卜岚

“11月初，我们突然发现地下车
库屋顶板出现面积巨大的裂纹，类
似蜘蛛网一般。 开发商在紧急进行
修补，用了很多钢板来支撑。”12月2
日，看着顶板裂纹，远洋外滩壹号业

主余先生很是担忧，“如车库突然垮塌，而上面就是儿童乐园，是否会
导致重大安全事故？”

近日，远洋外滩壹号业主向记者投诉，该小区D栋东侧景观下沉
庭院顶板，存在大面积裂缝现象，而且开发商在下达停工禁令后，仍
在偷偷修补。对此，三湘都市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业主大会上演“全武行”
事发长沙鑫天·山城明珠小区
社区将主导业主大会解决问题

车库承重顶板等出现大面积裂缝

远洋外滩壹号营销负责人
张先生告诉记者，下沉庭院顶板
存在局部裂缝现象，原因可能包
括：下沉庭院功能调整，增加了
儿童游乐设施和一部钢结构楼
梯； 现场底部铺设200mm的陶
粒，有较大空隙，吸水情况下会
增加荷载；以上情况造成下沉庭
院受荷情况复杂、荷载有一定的

增加，加上低温季节温度收缩较大
造成局部裂缝。

“我们将按照原设计单位要求
进行整改， 其他工程设计的问题我
不太了解。”张先生表示，车位销售
只要达到竣工备案就可销售， 而且
根据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的现场检测报告， 整改后对车位
使用并无影响。

将按照设计单位要求进行整改

投诉

回应

12月2日， 在位于岳麓区的
远洋外滩壹号， 每个地下车库入
口均关闭并有保安严守。

记者 卜岚 摄

回顾

新房还未交付
公共区域掉墙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11月， 远洋外滩壹

号就曾被曝光说新房还未交
付，公共区域墙漆开始脱落。

“一楼的公共区域开发
商刷的白墙， 在业主提出意
见后， 开发商在墙上直接刷
上了灰色的涂料。”业主李女
士介绍， 因为当时整改直接
在白墙上上了涂料， 没有打
底，黏性很差。现在还没交房，
这些涂料就已经开始脱落。

李女士说，之前在合同
中红线内不利因素的公示
中，写明项目西北角设地埋
式垃圾站。但结果业主现在
却发现地埋式垃圾站已经
变成了露天垃圾站，并且毫
不知情，“我家离垃圾站就
不到8米，夏天风一吹，臭味
全过来了。”

地下车库顶板出现大面积裂缝。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