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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心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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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顺香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 432217070020，声明作废。

◆陈若英遗失长沙学院 2013 年毕
业生就业报到证（专业：法学）编
号：201311077201715，声明作废。

◆湖南工业大学唐烨明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1535203042，声明作废。

◆李佳琦（父亲：李军，母亲：罗春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22311，声明作废。

◆龙德发遗失退休证， 证号湘
委干 【2010】102 号湘退干字
1549号，声明作废。

◆徐月梅遗失颐美会现代城 2510
房预售商品房登记证，编号：40905
1137，声明作废。

◆吴双凤遗失普通话证书，证书
编号 1313056004839，等级 :二
级乙等，考试时间 2013 年 11 月
23，声明作废。

◆蔡昌耀遗失普通话证书，证号
4316024004457， 等级： 二级甲
等， 考试时间 201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中
心支公司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资
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宏成 02000343010080002017001910
张鲜峰 02000343010080002017001928
邓云海 02000343010080002017011277
茹名海 02000343010080002017011244
岳炜发 02000343010080002017011156
吴 庆 02000343000080002017046923
马梦思 02000343010080002017001985
蒋运航 02000343010080002017011148
向亚男 02000343010080002017011121
黄 婕 02000343010080002017011130
彭 玲 02000343000080002016015274
杨 魁 02000343000080002017042035
盛 清 02000343010080002017002011
肖海龙 02000343000080002016038489
张知芬 02000343000080002017047006
王 威 02000343010080002017001936
陈学佳 02000343010080002018000550
金 鹏 02000343000080002016038501
陈晓娟 02000343010080002017002003
张慧捷 02000343010080002017011236
方翠霞 02000343010080002017002020
徐 伟 02000343000080002016018994
唐 斌 02000343000080002016038497
唐 峰 02000343000080002017046907
李 逸 02000343000080002018002920
尹回归 02000343000080002018002911
杨子程 02000343000080002018002899
戴 瑶 02000343000080002018002903
赵 静 02000343000080002016015223
陈克丽 02000343010080002017002038
郑 杰 02000343000080002017046974
曲 俊 02000343000080002017046958
黄嘉豪 02000343010080002017011201
黄晓英 430822199208248041
徐 文 430723199403080847
吴 喆 430122198409132827

遗失声明
张艳梅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
8600112628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我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上
午 10 时在中拍平台（paimai.
caa123.org.cn） 按现状拍卖机动
车数台。 4 月 29 日 16 时前意向
竞买人须凭保证金 1 万元/辆（以
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办理竞买手
续， 并完成中拍平台用户注册、
报名。 展车、报名地址：长沙市天
心区弘高车世界 G 栋。 展车、报
名时间：4月 26和 29 日。咨询电
话：马经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吉首市单行线网络会所遗失吉
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1 年 10 月 25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00
0004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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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号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
将被执行人董文款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766 号中
天广场 26034 号房产、编号为
长国用（2010）第 014386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慧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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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长沙慧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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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长沙惠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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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长沙慧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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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长沙慧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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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湖南古道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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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彦舸，电话 1390749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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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润高工贸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银行联汇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 J5510010595404，遗失
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周上元
的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继续经营公告
衡阳幸福壹加壹婚礼策划有
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撤销
清算事宜，继续经营。
联系人： 刘胜男
联系电话：18073496459

注销公告
湖南万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
全体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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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枫，电话 18670238887

遗失声明
株洲民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2份（已作废），
发票代码 4300171130，发票号码
01110087、01110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业辉健康产品经营部遗
失汝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月 27 日核发注册号 431026
000012804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业辉健康产品经营部经
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肖业辉，电话 18807510786

清算公告
衡阳振鸿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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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电话 15574752652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李巍货
运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6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
册号:430104600552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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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号之十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人董文款名下位于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766 号
中天广场 26035 号房产、编号
为长国用（2010）第 014387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恢 445
号之六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
将被执行人董文款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766 号中
天广场 26033 号房产、编号为
长国用（2010）第 014385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舍子源风电场位于湖南省永州
市新田县境内，距新田县城区
约为 13km。 本工程设计安装
23 台单机容量为 2200kW 的机组
(一台限发 1.8MW)，装机规模
为 50MW。 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9345 万 kWoh。 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为工程建设涉及到的可能
受影响的公众及附近的单位和
组织、当地相关政府部门。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
位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www.wldl.com.
cn/main/enginee.html
联系电话：0731-85893238
邮箱：409039212@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新田林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9年 4 月 15日

湖南省新田县舍子
源风电场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 (征求
意见稿)信息公示

遗失声明
岳阳维也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11 年 10月 28日核发 430600
000056189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咏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永意，电话：15907386833

遗失声明
湖南东明石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24MA4L
7BL13Y)遗失公司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咿咿呀吖休闲食品店遗
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8 年 10月 23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3101MA4Q230N5M，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筑家装饰装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524MA4P
JLKB57）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辉湘 A25993、湘 A25986 湘交
运管长字 430102001800、4301
02001407 号道路运输证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盘龙帝一铭生态农庄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10份，代码:0430
01800104号码 02101025、0210
1035、02101037、25687782、260
39755、52944576、代码：430019
00104，号码：02100798、021010
31、02101141、02101195，已盖发
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那一叶茶文化创意产业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为 J55700028914
01，遗失财务章，李强私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兴旺牲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6
年 3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138
1565912576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健派饮料厂 (普通合伙)经
全体合伙人决议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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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雨生,电话:18974608065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9 年 4 月 18 日湖南元帅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
元减至 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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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
式：0731-84435129联系人 ：肖萌

注销公告
长沙慧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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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湘 13 执恢 2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廖
建国名下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
马王堆南路 258 号的房产、权
证号为：710093996 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9）第 051010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家住开福区渔业路某小
区业主刘女士也有“飞线”忧
虑。该小区私拉“飞线”也极
为普遍， 尤其是其中一名电
动车车主，每到晚上，都会从
自家扯出一根二三十米长的
电线， 顺着楼梯铺到地下车
库，给他的电动车充电。

刘女士说， 电动车充电
时长一般为6至8个小时，而
小区内一些车主充电时，习
惯将电源一直插着， 直到第
二天早上上班或者送学生时
才拔掉， 累计充电时间远远
大于实际需要时间， 极易导
致充电器发热， 进而发生短
路， 引发火灾，“整个车库里
的车，也会遭受无妄之灾。”

忧心忡忡的业主们发现
这个情况后，多次出面制止，
但这名电动车主却无动于
衷，“我自己家接线充电，又
没用你们的电费。” 无奈之
下，业主只得要求物业出面，
否则将拒交物业费。

农行株洲分行推出“云链保理”
为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日前， 农行株洲分行成功落地全国农
行首批、 湖南农行首笔数据网贷“云链保
理”业务，为核心客户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时代新材）一家上游
供应商发放数据网贷“云链保理”融资。

时代新材是中国中车的新材料产业
平台，上游有多家小微企业供应商。在传
统的融资模式下， 这些供应商融资综合
成本普遍较高。鉴于此，农行株洲分行主
动了解企业需求，积极参与“云链保理”
业务研发和学习，创新开展“云链保理”
融资服务模式。

据悉，自2017年以来，农业银行总行
普惠金融事业部与中企云链开展深入合
作，共同探索供应链金融科技创新模式，
今年创新推出数据网贷“云链保理”业
务。该业务是农行以核心企业上游1至N
级供应商提供在线无追索权公开保理融
资服务，具有手续便捷、线上受理、自动
审批、即时放款、价格优惠等特点，能有
效解决核心企业上游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慢、融资贵”的问题。下阶段，农行株
洲分行将大力拓展数据网贷“云链保理”
业务，与时代新材、时代电气、中车电机
等多家核心企业合作，打造大银行、核心
企业与供应链上小微企业共同发展的良
性金融生态圈， 为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
水。 ■李春阳 刘菲 潘显璇 经济信息

小区有了充电桩 ,他们为啥还“飞线”
安全隐患令业主忧心忡忡 物业呼吁居民安全用电

呼吁居民安全用电
认识“飞线”充电危害

五矿格澜郡小区物业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有
些楼栋的架空层里设有电
动车充电桩， 有的没有，但
总体还是能满足业主电动
车充电需求。该工作人员表
示，物业公司每天都有巡逻
人员检查拉线情况，一旦发
现， 会去业主家中进行劝
说。

记者随机采访多个小
区物业发现，尽管这些小区
都设置了集中充电场所，但
私拉“飞线”行为仍然让不
少物业头疼不已，“小区内
住户很多，很难保证大家都
做到安全充电。” 他们希望
通过媒体的呼吁，让更多的
居民意识到“飞线”充电的
危害，提高安全意识，做到
安全用电，为自己、他人营
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为应对长沙住宅小
区消防安全隐患，《长沙
市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
理办法》 于去年10月25
日公布， 并于今年1月1
日起施行。针对市民关注

度高的小区电动车管理，《办法》规定，住宅物业应当设置
集中充电场所。

近日，有长沙市民反映，尽管小区设置了电动车集中
充电场所， 但业主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行为仍然普
遍存在，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采访中，很多居民竟然表
示自己家接线充电，别人管不着。

长沙市天心区五矿格澜
郡小区业主蒋先生致电三湘
都市报称，他所居住的小区内
有许多业主从楼上私拉电线
到架空层， 给电动车充电，存
在不少安全隐患，希望物业和
相关部门能介入处理。

记者到该小区采访发现，
确有住户将电线直接从楼上
拉到架空层。采访中，记者碰
到一位小区业主在给自己的
电动车充电。对于可能存在的
火灾等隐患，该业主并不以为

意，“物业虽然专门设置了充
电地点，但是离我们楼栋比较
远，自己拉电线充电，还是方
便些。”

“明明有集中充电地点，
但不少业主仍然私拉飞线给
电动车充电。” 业主张先生告
诉记者，该小区有三个电动车
停放棚，可投币充电，但不少
业主图方便， 仍然我行我素，
让他们担忧不已，“电动车充电
起火的案例频繁见报， 我们小
区这样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视。”

“自己拉电线充电，还是方便些”

“我自家接线充电，
没用他人电费”

■记者 李成辉

心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