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难题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每部补贴10万元
长沙发布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理细则 申报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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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624 执恢 33 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行
人龙特兰名下所有的位于湖
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竹沙路 59
号小玲家园 3 栋 801 号的房
屋、编号为：长国用（2012）第
04238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湘阴县人民法院

公 告
永州市东兴石材有限公司债权人：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永州
市东兴石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裁定受理永州
市东兴石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指
定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为破产
管理人。 永州市东兴石材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下午 6：00 前向管理人（联系
人：罗芳元，联系电话：13787655101，
联系人：林治，联系电话：15773148543，
通讯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市冷水
滩区湘江东路 101 号（星弘大
厦）4 楼，邮编：42500）申报债权
并提供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永州市东兴石材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者应当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时间和地点将另行公告通知。

特此公告
永州市东兴石材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 2019 年 9月 10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 10 时开始通过京
东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
//sifa. id. com/2401,依现状对被
执行人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一分公司名下位于长沙
市涂家冲 21.22 栋 101 产权证
号 为 长 房 权 证 天 心 字 第
710102634 号， 面积为 1379.89
平米房产。 依法进行公开变卖，
现公告如下:一、 变卖标的价格、
竞买人条件，竟买保证金及标的
物瑕疵详见京东司法拍卖竟买
页面，具体信息以京东网公示为准;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
式: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者请
于本院联系， 统一定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10 时至 16 时安排看
样。看样联系电话(请提前联系):
廖女士 18867401180。 三、对上
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 请提前
(不迟于开拍前 3个工作日)与本
院联系。 四、法定优先购买权人
须在竞买开始前 3 个工作日向
法院提出申请， 经法院确认后，
取得优先竞买资格以及优先竞
买代码、参拍密码，并以优先竞
买代码参与竞买。
联系地址: 长沙市曙光中路 289 号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2019年 9月 16日

变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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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陈丽艳
遗失报到证，编号：20191392130
15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妇幼保健院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本，代码 124307
2144650940XT，有效期至 2021
年 8月 5日，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机动车
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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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 日、26 日。
展车、报名地址：长沙市天心区
弘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电话：13548567030（马经理）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遗失声明
岳阳市三和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号 430600000010311)
遗失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久盛投资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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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 电话：15607362216

◆柳哲遗失湖南医药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药学专业毕业证，
证号 20012435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六和新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高新分局 2010年 11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1000002985，声明作废。

◆廖新春（身份证号，4304191968
12218937）遗失由耒阳市产登记
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066
55 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叶照孜遗失一级乙等普通话
等级证书，证号 1312039001781
考试时间 2012 年 12 月 8 日，准
考证号 41039120902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继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2/3、3/3，注册号 430
1221110455，声明作废。

◆罗恒星、曹小丽遗失 30009521 号
湖南省株洲市地方税务局预售款专
用凭据，金额 5863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岳阳监狱黄大平遗失警
号 4305670、周立钢遗失警号
4305143、范张辉遗失警号 43
05558、钟燕纯遗失警号 4305
765、丁桃华遗失警号 4306402、
陆森林遗失警号 4305946、唐
达恩黎遗失警号 4306416、肖
岳鸿遗失警号 4305751；谭志
清遗失警察证（警号 4305982、
三级警督警衔），续暖和遗失
警察证（警号 4306312、二级
警督警衔），特此声明作废。

2019年 9 月 18日

遗失声明
沅陵县蓝天大药房遗失 2014 年 10
月 9 日核发证号湘 DA745D016 药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欣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4
3993291498)遗失单位财务专
用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茶陵珠峰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 万元减至 306万元,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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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珠喜，电话：1397419689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12 执恢 240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
执行人凌海鹰名下所有的坐落
于长沙市雨花区桔园小区 6 片
B13 栋、产权证号为：710137
70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
编号为 514054234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尚德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经全体理事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 马佳玉
电话：17707327853

◆谭程煜(父亲:谭修平，母亲:王
文季)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17432，声明作废。

9月18日， 记者从长沙市
住建局获悉，《长沙市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办理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已于近日
印发。《细则》明确，对验收合
格的项目将一次性给予每部
电梯10万元的补贴，申报过程
中也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
关费用。

一直以来，“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 被广大市民所关注。
早在今年3月24日，本报16楼
深读周刊就曾以《加装电梯的
期盼》为题，对当时省内加装
电梯的现状、 面临的困局以及
株洲市加装电梯工作试点情况
等多方面进行剖析， 呼吁加装
电梯相关细则更快在长沙落
地。 ■记者卜岚

“从去年到现在，长沙内五区和高
新区经过审批已投入使用的小区有19
个，共增设电梯68台，正在进窗待审批
的共有52台， 摸底拟增设电梯360台。”
长沙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沙银园公寓是目前长沙少数成
功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之一。 该小区
从2000年就筹备加装电梯， 到2016年
才装上电梯。

该小区物业公司主管于树林认
为，小区能够成功加装上电梯，成功
的关键或在于业主的积极性。 他介
绍，2014年， 小区业主自发成立了筹
备委员会，因该小区楼层一楼为架空
层、二楼为物业办公室，因此资金筹
措是从三楼开始，依次收取5000元、1
万元、2万元、3万元等。“中间有两个
低层业主不肯交钱，最后业委会决定
由各楼层平摊其费用，”他感慨，各方
配合很重要。

长沙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友珊认为，《细则》 简化了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的办理流程， 以及给与
了资金支持，不过在执行上仍需政府、
居民、企业等多方形成合力，从资金来
看，资金既要“政府补贴”，也要“居民
自筹”。此外，还可参考北京正在探索
的“电梯租赁”模式，由企业出资有偿
使用。业主按月缴纳费用，加上电梯广
告收入，将有效减轻业主负担。

“政策有利于破解增设电梯难题，
不过对于后期电梯如何维护方面还有
待完善。”一位业内人士就提出，长沙
目前大多数老旧小区都没有物业维修
基金，也不是单位宿舍，电梯的后期维
护管养找不到管理维护的主体， 一旦
电梯发生故障，这笔费用该由谁承担？
该业内人士建议， 由政府引导小区通
过成立基金会，或者引入第三方管理，
解决后续维护问题， 可以借鉴广州市
越秀区正在试点“电梯托管”模式。

市民周先生在长沙德政园小区
住了18年，在他看来，加装电梯最大
的阻碍在于资金问题，“像我们这种
20年左右的老小区，都没有物业维修
基金，费用只能业主承担。而且很多
居民是退休老人，收入不高，一次性
支出数万元往往让大家头疼不已。”

早在去年2月，《长沙市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管理规定》 就已经出
台，明确了既有住宅已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已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未设电梯的多层住宅
可增设电梯。

当时，《规定》强调，增设电梯占
用业主专有部分的，应当事先征求该
业主同意；增设电梯应当经本栋或本
单元专有部分占本栋或本单元建筑
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
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不过，这项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
却面临“难产”：资金难筹、审批繁杂、
邻里难调成为当前老小区增梯的“瓶
颈”。

资金难筹、审批繁杂等
成增梯的“瓶颈”

增设电梯该如何破局？
为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本
次《细则》规定，申请人需征
求相关业主形成增设电梯
的统一意见并签订协议，明
确增设电梯设计方案、 费用
筹集方案和分摊方案、 电梯
运行维护保养委托方案等，
并将协议、 设计图纸等在小
区显著位置公示不少于15
个工作日。

在审批流程上， 增设电
梯办理流程实行一窗受理与
并联备案， 即由区住建部门
一个窗口受理， 办理备案和

竣工验收均由自然资源和规
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
管等部门进行并联审查。相
应流程， 应在收到资料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鉴于增设电梯的土建工
程费用一般在30万元以下，
建筑面积一般在300平方米
以下，《细则》 明确对符合法
定条件的增设电梯的土建工
程办理备案手续， 不再办理
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这意
味着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办事环节大大减少， 进一步
缩短了办理时间。

简化流程

300m2内不再办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针对加装电梯的环
节中， 最重要的资金支
持， 长沙也将从财政补
贴、费用减免和金融支持
等三方面来减轻业主的
经济负担。

《细则》明确，将对内
五区和高新区范围内既
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
目进行补贴；采取市区共
同分担的方式，按照实际
情况，每部电梯一次性给
予10万元的补助。在增设
电梯竣工验收合格后，由
实施主体向住宅所在区
住建部门提出申请。

同时，为切实减轻人
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增设
电梯的申报过程中，除依
法进行的检验检测费用，
不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
相关费用。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 支持各类金融租
赁、融资租赁、广告投放
等社会资本探索参与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方式
和途径。

《细则》还规定，增设
电梯涉及电力、 通信、水
业、燃气、数字电视等管线
移位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
改造的， 相关单位应开辟
绿色通道， 免费或收取成
本费用，予以优先办理。

资金补助
将从财政补贴、费用减
免和金融等方面支持

声音

“幸福之梯”需政府、
居民、企业等多方形成合力

今年3月24日，
本报16楼深读周刊
就曾以《加装电梯的
期盼》为题，对当时
省内加装电梯的现
状、 面临的困局等多
方面进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