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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 长沙县安沙镇组织
开展“打通生命通道”消防安全联合
整治行动， 一一上门进行说明及教
育劝导，并责令居民限期整改到位。

记者跟随行动小组上门，面对居
民对整改行动的质疑与抱怨，工作人
员耐心劝导：“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
一旦发生火情，因为违规改造防火门
造成了阻碍，不但危及您和家人的生
命安全，酿成人员伤亡事故，还要负刑
事责任的！” 经过一番劝说与教育，违
规居民签订了自改承诺书。

“别看防火门不好看，但发生火
灾时，却能有效隔离火源，延缓火情
蔓延， 给居民空出逃生的时间。”安
沙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将全面对住
宅小区火灾隐患进行再次排查，对
违规占用消防通道、改造防火门、违
章建筑等现象进行查处， 确保住宅
小区的消防安全。 此项工作也将在
全市推开。

防火门“变”防盗门，多了空间少了安全
走访：长沙不少小区随意改装消防门存火患 行动：排查整改，户主签字承诺

伍灿介绍，“防火
门最主要的作用是在
火灾发生之后一定时
间内阻隔烟气， 阻止
火势的蔓延， 为火灾
扑救， 人员疏散争取
宝贵的时间。”防火门
在平时要保持关闭状
态； 为方便通行而需
要 保 持 常 开 的 防 火
门， 要保证能在着火
时以及人员疏散后能
自行关闭。

防火门的安装位置
和要求需严格遵循国家
消防技术标准《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规定。一般
来说，对于住宅建筑，高
层建筑的封闭楼梯间、
防烟楼梯间、 前室及合
用前室的门均应为乙
级防火门， 直接开向前
室或合用前室的入户
门也应为防火门。

值得注意的是，建
筑高度在21米至33米的
住宅建筑，当楼梯间为
敞开楼梯间时， 入户门
必须是乙级防火门。“数
据显示， 目前长沙中高
层建筑，包括小区，95%
以上都安装了防火门，
消防安全验收不合格
则需要限期整改。”伍灿
表示。

“拆除防火门，安上防盗门，虽然看上去安全，还多
了空间， 但其实是破坏了消防设施， 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3月26日，在长沙县安沙镇一小区居民家中，消防专
干马树根为居民详细分析违规改装防火门的弊端。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防火门则是重要的防火隔离
屏障设备。不管是在小区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防火门都
是我们经常出入的必备之门。近一星期内，全国多起火
灾事故因安装有防火门，居民最终安然无恙，也有老旧
小区因未配置防火门导致居民不幸丧生，令人惋惜。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长沙不少小区存在拆下
防火门更换防盗门的现象，部分小区为图方便，一直让
防火门敞开着。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市民，消防门
筑起的是生命安全的防线，其监控系统与火灾报警系统
连接， 是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
切不可疏忽大意。 ■文/图 记者 张洋银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消防
安全不能开半点玩笑。” 湖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火调技术处副处
长伍灿说，近期内，国内连续发
生几起重大民宅火灾事故，其中
防火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3月21日6时10分许，广东省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一居民
自建房首层发生火灾。屋主一家
7口正在楼上睡觉， 感知到楼下
起火时，一家人从楼梯跑向天台
待援。所幸屋主在消防安全整治
中自觉落实物防改造措施，在一
楼至二楼楼梯口处加设防火门
和防火隔墙，成功阻隔了火势和
浓烟向上蔓延，为逃生自救和灭
火提供充足的时间，避免了一次
火灾伤亡事故的发生。

同样是民宅，“3·16”潮南仙
城火灾让人惋惜。因未安装防火
门，民宅起火后，造成4人死亡。

连日来， 三湘都市报记
者走访长沙多个小区， 发现
不少小区消防门存在违规使
用现象。

3月23日，在长沙市岳麓
区钰龙天下综合二楼一期，
记者发现小区一楼防火门已
被改装成防盗门， 业主需刷
卡才能正常进出。“有时候忘
了带门禁卡就不能进去，万
一起火了， 慌乱下谁还记得
带卡？”一名受访业主向记者
表示了担忧。

在长沙县安沙镇善化国
际小区， 记者发现该小区多
户居民把楼道的防火门拆
除，私自装上防盗门，把逃生
空间作为自家储物空间。采
访中，此类情况并不少见，违
规拆除防火门， 改装成防盗
门的理由除了增加房屋使用
面积，还有统一装修风格、加

强防盗等。
而在岳麓区绿地中央广

场小区， 不少居民为图方便
将常闭式防火门敞开， 完全
没有起到防火的作用。 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 不少小区防
火门在出现损坏后并未及时
更换或维修。伍灿提醒，一般
防火门开合关闭使用次数只
有50万次， 在开光次数较多
后会产生缝隙与磨损， 影响
其阻烟隔火功能。

从防火门实际使用的情
况来看， 防火门上安装的闭
门器、防火铰链、密封条等配
件容易损坏， 尤其是住宅小
区建筑内的防火门， 损坏现
象严重， 而物业公司往往不
愿意花钱及时进行维修或更
换， 造成防火门容易出现缝
隙， 烟气也会沿着缝隙穿过
防火门，失去防火功能。

【走访】
消防门“变”防盗门，多小区存火患

【案例】
民宅起火
防火门救下一家七口

【整治】
上门排查整改
签订自改承诺书

防火门有何标准
究竟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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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2019）湘 01 执 183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原权利人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被执行人
湖南华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长沙宇松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华盛置业有限公司、 罗劲
虎、罗劲松、罗君伟、王泽、潘红、
李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
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有关
中介机构对被执行人长沙宇松
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华盛置业有
限公司、罗劲虎、罗劲松、罗君
伟、王泽名下财产进行了市场价
格评估，评估报告已送达双方当
事人。 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被执行人
长沙宇松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华
盛置业有限公司、罗劲虎、罗劲
松、罗君伟、王泽名下财产，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
1、 被执行人长沙宇松实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解
放中路 136 号蓝色地标 1217-
1223号房产，权证号为 00518900号。
2、 被执行人长沙华盛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
山北路 398 号 2、3 栋（实勘为华
盛花园 3 栋）209号房产，权证号
为 00587454 号。
3、 被执行人罗劲虎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 136 号蓝
色地标顶层 03 号房产， 权证号
为 710159398 号。
4、 被执行人罗劲松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 136 号蓝
色地标顶层 01 号房产， 权证号
为 710159397 号。

5、 被执行人罗君伟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解放中路 136 号蓝
色地标 401、402 号房产，权证号
为 00507012、00507013号。
6、 被执行人王泽名下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解放中路 136 号蓝色
地标 403、404 号房产，权证号为
00507014、00507015号。
拍卖网址： http://sf.taobao.com/
机构名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 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
权人需于拍卖日前向本院主张权
利； 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主张权
利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
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
价、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
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
关事宜的，请与本院联系，联系人：许
法官，联系电话：0731-85798399

2020年 3 月 28日

◆陈征伍遗失湘 C59508保单标
志 QJBD2002775090 QBAS200
013150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湘缆控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321MA4
R65FT8F）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由原注册资本 24
00万元人民币减至 1500万元人
民币。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算组
提出清偿债务或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颜田 13367313391

注销公告
长沙凤彩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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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勇 1868466470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60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杨新洪名下所有
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
大道 513 号东辰林海小区 A2
栋 3002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
为：20160044210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
160023576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
019）川 0116 执恢 628 号之一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460 号德馨
园住宅小区 A1 栋 703号房、原
产权证号为 712088295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他项权证 20170
105880号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27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龚明生名下位于长沙市北
桥新村 009栋 203号的房屋、产
权证号为：00233460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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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王志强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18 号 2 栋
2208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71
604646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第
02167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编号为 20170294793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茶陵县利民文化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从 8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整,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黄宗红，电话: 1339768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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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落地装饰材料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
局 2015 年 7月 30日核发 4301
05600450200 营业执照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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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 7373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向昊名下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隆平路 218号中房瑞致
小区一期 79 栋 2503号房屋的
编号为 716245031 的房屋所
有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313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郭栋才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福元西路 99 号珠江花
城二组团 12 栋 1002 号房屋的
编号为长国用（2012）第 06700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569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洪晓杰、杨小真名下位
于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51
8 号佳兆业时代广场 2 栋 2105
号房屋的编号为 20170233413、
20170233414 的不动产权证公
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覃世保、曾思娥遗失座落于白
沙镇杨柳溪 127-132、136 台地
房屋他项权证，证号：516001132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华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湘
H7786 挂道路运输证 , 证号 :
430903204900,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益阳华诚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湘
HA5586 道路运输证 , 证号 :
430903204899,特此声明作废。

变更地址声明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县支公司经营地
址已变更为长沙市长沙县特
立西路 18 号三一街区三期 26
栋商住综合楼 119、123、124
室，特此声明。

◆肖海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101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欣购百货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刘丹）各
一枚，声明作废。

◆时尚可（父亲：时圣君，母亲：于焕
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764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成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车牌号湘 B07846（黄色）
道路运输证，证号：4302010001
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恒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衡
阳分公司遗失衡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400000031304，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原耒阳市国土资源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
4304810001454），声明作废。

▲长沙县一小区防火门被改装成防盗门。▲

木质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