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看快看， 大熊猫出来
了！”10日上午 10时 20分左
右，长沙生态动物园大熊猫馆
内，长相甜美可爱的“大美”慢
悠悠地从内舍走入南侧内展
厅，没走几步，“大美”就被眼
前的竹笋和苹果吸引了，席地
而坐开始用餐。或许是面对游
客还有些许害羞，“大美”时不
时地躲在树干后面，有时干脆
背对着游客“偷偷”进食，只留
下一个憨厚可爱的背影。

而在熊猫馆的北侧内展
厅，“青青”也在悠哉游哉地享
用新鲜竹笋和窝窝头，美食享
用完毕后，“青青”还别有兴致
地去水池里泡了泡澡，然后又
爬上滑滑梯玩耍。

“大美” 出生于2017年6
月27日， 妈妈是大熊猫成家
班的“成大”，爸爸是出生于
美国的海龟“网红” 大熊猫
“美兰”。“青青” 出生于2017
年7月22日， 鼻梁有一处“V”
字。“两只大熊猫都是‘小公
主’， 按年龄算亚成体大熊
猫， 相当于十来岁的小朋

友。”长沙生态动
物园动物管理科
副科长黄会文介绍道，
两只大熊猫于9月28日从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空运
来长沙， 此前一直处于适应
新环境阶段， 即日起正式与
广大市民、游客见面。

“以后不用去四川， 在家
门口也能看到大熊猫了。”看
到大熊猫后，长沙市民雷女士
开心地用手机录下视频分享
给家人。和家人一起从望城赶
来的蒋奶奶第一次见到大熊
猫，“在现场近距离看大熊猫，
和在网上看视频、看图片的感
觉完全不一样，现场更加能感
受到大熊猫的可爱。”

2019年11月21日下午，
长沙生态动物园的明星大熊
猫“君君”和“真真”，因长沙生
态动物园与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租借合同到期，乘坐
飞机返回四川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 时隔11个月之
后，长沙市民终于又能在家门
口就看到国宝网红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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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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0
月 20日 10时在 www.zzpaim
ai.com 对一批机动车进行公开
拍卖。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展示时间：10 月 15 日至 16 日
16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 10 月
16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1 万元/台转至我公司账户并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3907330582
地址：株洲市新华东路 61 号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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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本报分类信息由长沙鼎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总代理

环评公示
“年产 5000 吨钨酸钠、1500 万
支 PCB 钻针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由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项目环评
已完成初稿编制，现进行公示，
欲了解详情请扫描下列二维码。
建设单位： 益阳市长益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张总，13549746005
报告文本
二维码：

公众意见表
二维码：

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2020年 9 月 27 日， 湖南省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局岳阳支队湘阴
大队向我局移送一批冷冻肉制
品，具体情况如下:冻猪耳片 385
箱(规格: 20kg/箱)、冻猪小肚 48
箱(规格:20kg/箱)、冻熟猪肚 669
箱 (规格: 15kg/箱)、 冻猪鼻子
209 箱(规格: 20kg/箱)、冻猪脷
176 箱 (规格: 20kg/箱)， 上述产
品共计 1487箱，总重量 26395kg。经
初步调查: 运输上述产品的车辆
为一台车牌为鲁 PS3819 (鲁
PWS81 挂)的重型集装箱半挂牵
引车，起运地为广州市，目的地
为武汉市。 鉴于以上查获的冷冻
肉制品无法确认所有人，且承运
人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货物来
源及检验检疫证明文件，我局现
已依法对该批冷冻肉制品实施
了行政强制措施，请上述冷冻肉
制品所有人或持有人持有关所
有权属证明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7 日内 (法定节假日顺延)，主
动到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
助调查并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
调查或接受处理，上述冷冻肉制
品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13973033245

湘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10月 9 日

◆湖南工学院毕业生杨章珍遗失报
到证 200811528300516，声明作废。

◆金霞不慎遗失坐落于湖南省
长沙市四方坪 98 号 1709 房产
证，证号：00473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九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1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00020030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2MA4P
C8BW68，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6432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周红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 537 号（原
022 号） 名都花园 17 栋 301 号
房、不动产权证号为：20170051
63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编
号为：20190376924 的他项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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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湘 0102 执 643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吴继花、吴志明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
段 226 号碧水龙庭 3 栋 2201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0028292、
20170028293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编号为 20170026805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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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湘 0102 执 8700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和（20
20）湘 0102民初 8637号民事调
解书】，现将位于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新村曙光农贸市场 505 号
房屋、转移登记至黄晓丹名下，
将产权证号为：713163898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湘女老年人服务中心遗
失 2015年 2 月 15日核发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0100329
617575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大山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3325663558E）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邓频遗失普通发票一张。遗失国药
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维安大药房增值
税普通发票，代码：043001900204，号
码：2746783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湘茅酒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注册
资本， 由原来资本 2000 万元人
民币减至 200 万元人民币。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
周宇，电话：13885198849

减资公告
湖南天池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来资本 4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元人民
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
系人:范海涛，电话：15580796355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奥发打印社遗失
单位公章，银行财务印鉴章，及
法人(龙艳红)私章，各一枚，特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福海渔港餐饮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2012 年 3
月 27日核发 430800000022854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鑫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
19 年 1 月 24 日核发代码 9143
0602MA4Q8Q9T7F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鑫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吴振雄 1397300702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遗失
座落于长沙市开福区九尾冲宿
舍全部的（长房权 4 自 02702 号）
产权证 1 本，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在我司会议室拍卖公
务车数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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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展车、 报名时间：10 月 18 日、
19 日 9：30-16：00。 展示地址：
长沙市东风路湖南汽车城。 拍
卖会地址： 长沙市芙蓉南路
792 号弘高车世界 5 楼会议室
联系电话：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038 号之
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 1 号湘
水一城综合楼 701 号房屋、 转移
登记过户至买受人欧许晶的名
下、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
将原产权证号为: 20180118211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 20180124827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为了让“大美”和“青青”更快
适应长沙的居住环境，目前长沙市
生态动物园给两只大熊猫喂食的
都是从四川成都空运而来的方竹
笋，每周空运两至三次，每天的竹
笋需求量大约在100公斤至150公
斤，费用为3000元至3500元。园方
表示，等大熊猫们适应了环境之后
也会考虑使用湖南的竹笋。

“两只大熊猫住的可以说是
‘联排别墅’。” 黄会文告诉三湘都
市报记者， 除了在吃的方面很讲
究，“大美”和“青青”在长沙的家也
可谓“豪宅”级别。

“大美”和“青青”各自享有两室
一厅， 室内活动总面积为319平方
米，内展厅里摆放了假山、水池、木质

秋千、滑滑梯、树枝等。除此之外，馆
内还设有治疗室、 饲料加工室、竹
子房、 饲料储存间等功能用房。其
中，室内活动场和兽舍内均配备有
功能齐全的中央空调，其他房间均
有备用空调。并且，两只大熊猫共
享总面积达1700平方米，配置有水
池、遮阳棚等设施，种植了丰富的
乔木和灌木的室外活动场。

在后勤保障方面，长沙生态动
物园还为两只“小公主”配备了大
熊猫饲养员4人、 技术主管1人、专
职兽医2人、保卫人员2人，以及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派驻的1名
大熊猫饲养员。工作人员24小时值
班，保障“大美”和“青青”在长沙快
乐成长。

“大美”和“青青”住“联排别墅”、配备24小时值班人员

长沙喜迎
两只大熊猫“小公主”

这些大熊猫
也曾来过长沙

●2008年长沙动
物园（生态动物园的
前身）从成都借来“庆
庆”，这成为很多长沙
市民的回忆。

●2010年长沙动
物园搬迁至现在的
长沙生态动物园 ，
“庆庆” 因高龄回到
成都。在“庆庆”回家
后的当年，“大毛”和
“贝贝” 又来到长沙，
成为了长沙生态动
物园大熊猫馆的第
一批住客。

●2011年11月，
大熊猫“奇福”和“妮
妮”来到长沙。

●2013年6月，大
熊猫“二喜”和“娅韵”
来到长沙。

●2013年12月，
两岁的大熊猫“君
君”和“真真”从四川
成都飞来长沙。

●2015年12月，
双胞胎兄弟大熊猫
“成双”、“成对” 抵达
长沙。

10月10日， 长沙生态动物园大熊猫馆
内，两只憨厚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大美”、“青
青”正式与长沙市民见面。自去年大熊猫“君
君”、“真真”告别长沙返回成都后，时隔11个
月，长沙再度迎来两只可爱的大熊猫，这也是
长沙生态动物园大熊猫馆改建后首次迎来大
熊猫入住。（扫报眉二维码，看相关视频）

■记者 周可 图\视频 王珏 何佳洁
实习生 何洁 廖静旋 通讯员 刘姝伶

告别“姐妹花”后，长沙再迎大熊猫“小公主”

链接

住“联排别墅”，每天吃上百公斤空运鲜竹笋

10月10日，长沙生态动物园，“大美”和“青青”在展厅内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