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经济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李青 美编/刘迎 校对/苏亮

扫
码
看
我
省
楼
市

今
年
走
势
预
测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五强工程有限公司与
长沙腾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
合并协议，湖南五强工程有限公
司吸收长沙腾龙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长沙腾龙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注销，湖南五强工程有限公司
存续，长沙腾龙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的债权、债务、人员安置均由
湖南五强工程有限公司承继。 合
并双方的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要求
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联系人：陈鹏
联系电话：0731-82852602

湖南五强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腾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认尸启事
2020 年 3 月 25 日 9 时许，长
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
出所接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
段发现一具男尸， 年龄 65 至
75 岁之间、 身高约 165cm，上
身着黑色内衣和棕色毛衣、外
穿黑色棉衣； 下身着黑色长
裤、内穿有三条保暖裤；脚穿
白色袜子和棉鞋。 如有上述失
踪人员请与长沙市望城区水
上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周警
官 电话：0731-88088110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书
长沙中望气体有限公司各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第
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召开长沙中
望气体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
股东临时大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26 日
上午 9 点 00 分至 9点 30 分。
二、会议地点：长沙中望气体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1、 鉴于长沙中望气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总经理任期已满，提
议重新选举长沙中望气体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事项；
2、 鉴于长沙中望气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期已满，提议重新
确定长沙中望气体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事项；
3、 提议重新确定长沙中望气体
有限公司监事由袁武坤变更为
其他股东事项。
四、会议出席人员
（一）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 凡有权出席大会及表
决的股东有权委派一位代表代
其出席大会及表决。 股东须以书
面方式委派代表。 委派代表在参
会时将授权委托书交签到处工
作人员。 各股东在知晓本次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的前提
下，若拒绝签收，拒绝参加会议
或拒绝在股东决议上签字的视
同放弃股东会表决权。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
（三）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会议报到时间：请各参会人
员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8:
40 点到 9:00 点在会场签到。

监事：袁武坤
长沙中望气体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5 日

声 明
江西冰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为冰溪公司） 因经营需要，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变更名称为
江西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为我公司）， 同时启用新的企
业印章，新印章由我公司统一保
管、使用，地址由江西省上饶市
玉山县冰溪镇博士大道 12 号日
景汇鑫城 1 号楼 2 单元 1301 变
更为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冰溪
镇博士大道 7 号 15 栋（原 C1)
201， 法定代表人由毛陆游变更
为肖群益。 变更之日开始，原冰
溪公司印章及分公司、项目部印
章统一作废。 从 2019 年 9 月 12
日开始， 我公司未授权分公司、
项目部刻制任何印章，湖南省境
内工程项目由我公司直接参加
验收、备案等手续，工程价款必
须全部支付至我公司账户。如违
反本声明的，我公司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江西明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

因湖南开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拟全部对
外转让，涉及到公司目前的债权、
债务的真实性、完整性。请公司的
债权、债务人务必与 2020 年 3 月
29 日前前来公司财务处与孙会
计核对好债权、债务往来，并由孙
会计出具往来对账单， 双方签字
盖章。 自登报公示之日起 60 天
内， 如公司债权债务人未来公司
核对往来账务， 以后就以财务目
前记载的往来余额为准， 其后果
按公司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示。

湖南开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开顺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股 权 转 让 公 告

◆李国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6850，声明作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韩颖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3105532026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金点子广告传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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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材 电话：17369447851

◆刘紫依（父亲：刘坤，母亲：黄
懿）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786073，声明作废。

◆佘林林不慎遗失红星美凯龙
开出的商品质量保证金收据二
张，号码：SK18012900446890，
金额：20000 元，号码 SK17103
100255155，金额：7761.60 元，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 (2019) 湘 0104 执恢 2598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闫强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岳
麓区象嘴路 29 号中建麓山和苑
10 栋 104 号房屋， 权证号为
71505868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和编号：515014741 号的他项权
证及编号为： 长国用（2013）第
119540号的国土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曾子芸（父亲:曾剑，母亲:刘
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563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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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8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邓盛可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中路 776 号 1608 号
房屋，权证号为 20170133765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201
70149191 号他项权证及相对应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
10 时拍卖公务车数辆（丰田、
道奇等）。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展车、报名时间：4 月 1 日、2 日
9：30-16：00。 展车、报名、拍卖
会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桐梓坡路杏林小区 120 车队停
车坪、2 楼办公室。
联系电话：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安化顺心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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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周君 15173232610

清算公告
湖南凯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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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鹏
飞，电话：17773417775

减资公告
蓝山县湘源兴康医养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
16664.64 万元减少至 5000 万
元 。 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
人:曾康华,电话:19974674666

注销公告
株洲市正和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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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佳龙，电话:13975390560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长沙金信置业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甲方）和长沙金诚商
务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的股东会决议，两公司将采取
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 甲方吸
收合并乙方，合并后，甲方存
续，乙方解散注销。 合并前甲
方注册资本 5480 万元，乙方注
册资本 720 万元，合并后甲方注
册资本 6200 万元。 为保护合并
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合
并各方债权人到原公司提出债
务清偿或债权担保要求。

长沙金信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长沙金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减资公告
湖南春鹏桥隧工程材料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
从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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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邢艳朋 13807480680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5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周军、杨如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梓园路 377 号梓
001 栋 1805 号房产、权证号为：
714127808 号 、714127809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4）第 05233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
房屋编号为：514070063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
019）湘 0521 执 3038 号之三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
号（2019）湘 0521 执保 74 号】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孙利民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华远华
中心 2 号楼 3218 号的房产、产
权证号为：20170161481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20170159960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521 执 3016 号之三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王兵、詹志君共有
的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区麓景路
628 号振业城二期 3 栋 1205 号的
房产、相对应的产权证号码为：
20190074078 号、2019007407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90068358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686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张国强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桂花二村 035 栋 001、
002 单元 602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90038883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及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丰子沐（父亲：丰铭，母亲：刘巧
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28535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国信联动（湖南）信息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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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云，电话 18273431419

注销公告
湖南金质供应链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王滕明 电话：18354111090

◆蔡树军不慎遗失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汇金路 288 号五矿万境
蓝山梧桐苑 28 栋 702 室契税
税收缴款书：（141）湘地现 054
86911，金额 4289.06 元；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凭证
号为 000012985，金额 10756
元，另遗失购房发票，发票号：
32492247，金额：448341 元；特
此声明作废。

◆谢予桐（父亲：付勋，母亲：谢
天）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1096771，声明作废。

福建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因
原公章损坏不再使用，自本声明
之日起启用新公章（编号为：35
030510003597）。 原公章（编号
为：35030260082617）已于 2020
年 3 月 19日销毁。 特此声明。

福建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

公章变更声明
福建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湖南省水利信息技术中心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
债权人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南省水利信息技术中心清算组

2020 年 3 月 26 日

◆周业炎 J199385（深房中协）
经纪上岗证遗失，声明作废。

各股东：长沙中源电气综合自
动化实业有限公司决定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股东会，现将会议内容
通知如下：1、公司股份转让；2、董
事职务任免。 请各位股东根据本
通知准时出席会议，本人不出席、
也不委托他人或委派代表参加
会议的，视为对公司议定事项放
弃股东表决权利。 联系人：辛星，
电话：13908464912

2020 年 3 月 25 日

长沙中源电气综合自动化实
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

遗失声明
平江县杰为商贸有限公司（91
430626MA4L9CYR2M）遗失
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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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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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阶段全省房地产市场将
如何发展？湖南省住建厅、省统
计局分析认为，全省房地产市场
将延续调整，总体呈下降趋势。

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省土地交易已暂时中止，加上假
期延长、开复工延期等防疫措施实
施， 房地产市场销售将暂时疲软，
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需
求将逐步释放，市场销售将有所回
稳，总体呈先抑后扬态势。

“商品房价格总体将稳中有
降。”两部门认为，长沙市受经济
发展态势良好、 人口净流入影
响，市场和房价总体平稳；三四
线城市，尤其是人口净流出城市
的房地产市场将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和考验，同
时受棚改规模、货币化安置规模
下降以及城镇人口增长缓慢等
因素影响，住房需求疲软，市场
将有所下滑。

2019湖南地产“年报”出炉：住宅均价居中部六省末位 省住建厅、省统计局预测：

需求逐步释放，全省楼市将先抑后扬

“现有特价秒杀房9280元/
平方米，相当于9.2折。”长沙兴旺
小爱同学的置业顾问金女士有些
惆怅，她始终难以相信，煮熟的鸭
子竟然也飞了。“因为疫情一大客
户资金断裂，退回来一批房源，没
办法，只能做折扣处理。”

疫情突发， 让商业公寓再
次面对雪崩。 据新峰地产不完
全统计， 目前长沙商业公寓库
存可售及预计新增近1200万平
方米，前面十年已售约500万平
方米， 截至当前长沙五区商业
公寓总规模超1800万平方米，
预计未来三年远超过去十年
量。“去化周期达35个月。”

“库存量攀升历史高位，目
前销售去化困难已现。”这是湖
南中原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9年长沙商业公寓市场的年
度分析。而至今，这个“困难”似
乎越发明显。

3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伍
家岭附近的君悦新天地。 营销

中心外虽然停了十来辆车，但
是大厅内看房者寥寥， 置业顾
问大多在室外闲聊。

看到记者前来， 陆女士赶忙
迎了上来。“项目所剩的房源并不
多， 特意推出了八折的购房优
惠。”陆女士说，每天有四五批人
看房。据悉，因地理位置优越，君
悦新天地曾是销售排行榜上的佼
佼者，不过如今也在以价换量。

从2017年长沙住宅再度限
购开启，商业公寓可谓是“风光
无限”，不过如今却因为供销倒
挂，导致市场陷入竞争红海。

据新峰地产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知在售及待售超350个
项目，其中在售120余个，待售
180余个。截至2019年底长沙商
业公寓库存去化周期已达35个
月，这是在2017年之后连续2年
延长， 也就是说目前市场上商
业公寓体量，仍需近3年时间才
能消化完。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翾

3月25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统计局发布《2019
年湖南省房地产市场形势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 称：
2019年，全省房地产市场继续调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但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增长较快， 房价基本
稳定。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翾

《通报》显示，1-12月，全省
商品房销售面积9103.50万平方
米，同比减少1.5%，已连续12个
月下降， 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9.8个百分点，总量、增速在全国
排名第8位、第20位，在中部排名
第3位、第4位。

全省9个市州实现商品房

销售面积正增长，增幅居前三的
市州为张家界、常德、衡阳，跌幅
最大的三个市州为株洲、 怀化、
永州。 全省房价也基本稳定，
1-12月， 全省商品房销售均价
为6127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
5.7%。 住宅均价排名全国第27
位，中部六省末位。

市场连线

去化周期达35个月 价格却一路上扬
库存价格双高卖不动，长沙商业公寓“风光不再”？

年报 销售面积已连续12个月下降

预计 需求将逐步释放，市场总体呈先抑后扬态势

一位品牌房企负责人认为，
目前公寓大多为loft、 平层小公
寓，同质化现象严重，“同时，近两
年长沙租金回报率为2.9%， 租金
涨幅低让不少购房者望而却步。”

合富辉煌研究院高级分
析师周明认为，公寓卖不动主
要是供销倒挂。

为何销量走低，价格却一
路上扬？ 面对记者的疑问，一
位业内人士透露，一方面2018
年华远华时代卖到了2.3万
-2.5万/平方米，拔高了市场的
预期，再加上价格监管不严导
致 公寓 价 格不 降反 升 ， 从
2016-2017年每平方米9000多
涨到现在均价1万4左右，“公寓
的建安成本和渠道费也在增
加，价格自然降不下来。”

分析

为何卖不动却很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