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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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合并公告
合并公司: 湖南中昊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昊建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817483592162，注册
资本人民币 3500 万元。

被合并公司： 湖南仁望工
程造价资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仁望造价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1100668598823
K，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0 万元。

根据中昊建设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以及
仁望造价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作出的股东决定，中昊建
设拟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
合并仁望造价公司， 吸收合并
完成后中昊建设存续经营，仁
望造价公司将予以解散注销，
合并前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仁望
造价公司承担， 合并后中昊建
设依法承继， 并依法办理相关
公司吸收合并手续。 合并后中昊建
设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00万元。

依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请相关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对是否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提出申请。 相关债权
人在上述期限内未提出的，视
为没有提出要求， 吸收合并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柳红国；电话：1397587
1968；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
市集里街道礼花路中瑞嘉悦城
2 栋 301室。
湖南中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仁望工程造价资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

认尸启事
2020 年 3 月 19 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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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岁左
右、身高约 165cm、上身着深蓝
色外套、黑色内衣，下身着深色
长裤、 黑色秋裤， 脚穿黑色皮
鞋， 口袋内有一只金利来钱包
和一个银色华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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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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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湖南鑫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8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为保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 联系人:蒋鑫
电话:0731-8384116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
院( 2019)湘 0102 执 5017 号之二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
人黄波名下位于长沙市枫林路 1
号南屏锦源雅苑 5 栋 102 房屋，
编号：长国用（2015）第 052378 号
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315 号之
三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刘婧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大
道 57 号奥克斯广场 1 栋 1003
号房屋，权证号为 715221824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和编号为：长国
用（2015）第 122966 号的国土证
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220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李文科名下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麓云路 159 号佳境小区 19
栋 305 号房、产权证号为 2017
0083261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编号为：2017010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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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829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朱雅鸣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83 号
澜悦湾 7 栋 2104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20180090267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099650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雁北监狱文秀华遗失警
官证，警号：4314215，声明作废。
◆湖南省雁南监狱文锦华遗失警
官证，警号：431513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超微纳米涂层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
从 2000 万元减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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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联
系人：欧皇强，电话：15873336910

遗失声明
湖南滴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204 执 948 号之
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
号（2019）湘 204 执保 222 号】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伍龙名下位
于长沙市五一大道 717 号 1901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08）第 049409 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公告登报作废。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8 日
上午 8：00 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审议事项：《关于资产转让
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
事会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
届监事的议案》。
四、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于 2020
年 4 月 7 日 8：00 时至 12：00 时
到公司三楼会议室办理参会登
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股东须遵
守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肖向阳(身份证号 432927196203
150032)遗失国土证和房产证,证号:
20062959、20030907189,声明作废。

◆段建成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53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袁莹房地产信息
咨询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福分局于 2017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
0105MA4M3BD38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野蛮人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原法人（刘欢）
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 执 173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程强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劳
动东路 204 号 1栋 602 号房、权
证号为 716089915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02）
第 002175 号的国土证及他项权
证 516028543 号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446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刘金定名下
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二环线
中江锦城 5 栋 203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713115299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3）第 04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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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426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
封案号（2017）湘 0102 民初 8569
号】现将登记在汤双全名下位
于长沙市农博商住楼红星水果
市场 5 栋 302 号房、编号为：长
国用（2008）第 01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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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芬（身份证号码：41100
2198903252548，有效期 2008
年 7 月 30 日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于 2016 年 10 月被盗，
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在当地
公安机关补办，目前有不法分
子持本人已遗失身份证进行
非法活动，特此声明，自登报
起，持本人遗失身份证进行的
非法活动与本人无关。

电梯停运，业主出行难

“我们第9栋一共有3台电梯，
从2017年开始就小毛病不断，
去年已经停运了一台电梯。最
近，另外两台电梯的检测结果不
合格， 质检部门要求立即停运，
现在我们完全没有电梯用了。”
彭先生告诉记者， 浏阳万象城9
号栋是小户型住宅，共30层高，
有330户业主。

住户李女士告诉记者，“昨
天见到一对老年夫妇，住27楼，
买了菜提不上去，外卖听说没电
梯也不愿送餐上门，吃饭成了最
大的难题。”

电梯故障为何不维修？
“物业说维修费用超出了物

业的承担范围， 需要业委会出
资。业委会一拖再拖，不肯给出
合理的解决方案，彻底寒了业主
的心。”彭先生介绍。

维修费谁出？双方各执一词

万象城的物业方为长沙九
九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工
作人员任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是
2017年入驻的万象城， 此前遗
留问题比较多。

任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与业

委会签订的责任合同：“我们入
驻之初就和业委会签署过合同，
明确规定：600元以内的电梯维
修费由物业公司承担，600元以
上的由业委会负责。根据我们的
维保公司核算，9栋停运的两台
电梯维修费用预估在19896元
左右，根据合同约定理应由业委
会承担。”

对此，业委会主任欧阳志并
不认可。他告诉记者，“电梯出现
问题，是因为物业公司承诺的每
年年检没有做到位，所以维修就
应该由物业公司负责。”

欧阳志表示，经协商，业委会
内部已经开了会， 决定启用紧急
维修资金赶紧让电梯恢复运行。

业主先垫付一台电梯维修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业主们
普遍认为，考虑到启用紧急维修
资金，程序太过繁琐，他们等不
起，自愿凑钱维修电梯。

下午4时许，9栋业主们集体
讨论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9栋所
有业主先行垫付1台电梯的维修
费用，尽快解决出行的燃眉之急。

后续维修及维护， 业主、物
业及业委会还会继续商讨，记者
也将持续关注。

本报3月20日讯“见过轿车
进小区收费的，没见过电动车也
收费的。”今日，家住株洲市天元
区美的蓝溪谷小区的焦先生反
映，小区物业规定电动车停进小
区地下停车场要收费，按照每月
40元的标准缴纳，他觉得这笔费
用收取并不合理。

电动车进停车场需交钱

今年初，焦先生住进了美的
蓝溪谷小区。3月17日，他骑电动
车进入地下停车场时，被门岗保
安告知，电动车停进停车场要收
费，电动车1元/小时，单天3元封
顶，摩托车1元/小时，单天5元封
顶，同时也可办理月租。次日，焦
先生前往物业服务中心办理月
卡， 被工作人员告知，“每辆每月
40元， 包括充电费跟占用资源
费。”焦先生说，收费价格物业公
司没有公示，也没有出具任何文

件。他认为物业收费不合理，至今
未交费。

小区业主蒋先生告诉记者，
目前小区实行人车分离，也就是
说，家里的电动车、摩托车只要进
小区停车场， 只能停放在规划的
停车点，“除非车停在小区外边，
只要进来都得交钱。”

物业：停车场非公摊面积

针对业主的疑问， 小区物业
广东美的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蓝溪谷物业服务
中心项目经理沈诗剑称，从2016
年6月26日小区交房起，电动车、
摩托车进入小区地下车场就开
始收费，且在停车场入口都有公
示。焦先生今年才入住，对之前电
动车、摩托车停车收费不知情，物
业也做了相应解释。

沈诗剑认为，对电动车、摩托
车收取停车费并无不妥， 地下停

车场属于非公摊面积， 且公示的
车位收费标准为50元一月，“按
市场调节价收， 我们收40元一
月，停车、充电都是包含在内的。”

沈诗剑表示，为了方便业主，
小区红线范围内也划定了免费
停车区域，并设置了按次收费的
充电桩。

停车收费属市场调节价
就此事， 记者咨询了株洲市

发改委。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关
于停车收费， 从2014年起实行市
场调节价，无需审批或报备。停车
位产权所有人有权自行定价，电
动车停车位和汽车停车位性质
一样，产权所有人收取停车费，政
府部门无权干预， 只要产权所有
人按照规范将服务价格进行公
示就没问题。 ■记者 杨洁规

部门回应

30层高楼电梯“罢工”，居民无奈爬楼梯
对维修费谁出，物业、业委会有分歧 业主愿垫付1台电梯维修费解燃眉之急

“我们住在浏阳万
象城9栋，30层共有330
户业主。 三台电梯全停
了， 大伙出行成了难
题。”3月20日，三湘都市

报记者接到浏阳市民彭先生的投诉电话， 由于小区第9栋
的电梯检测不合格，从3月17日起已全部关停。让业主们更
为忧心的是，电梯谁来维修，何时能修好，始终没有定论。
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 田甜

电动车进小区每月收40元，合理吗
物业：停车场非公摊面积 部门：停车收费属市场调节价

3月19日，焦先生骑车进入美的蓝溪谷小区地下停车场时被拦下。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