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隐患曝光

10月9日，位于湘潭
市高新区德国工业园林
茵路8号的湖南华韧钢
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因占
用消防车通道，被岳塘消
防救援大队依法处以
5000元罚款。

9月23日，大队消防
监督员对湖南华韧钢结
构工程有限公司开展消
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单
位消防通道被占用，阻碍
消防车通行，大队消防监
督员现场指出了消防安
全隐患并进行了拍照取
证。24日，大队消防监督
员对该单位的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了受案查处，当
日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
知当事人。10月8日，大
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六十条第一款
第（五）项规定依法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
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处
罚。消防部门提醒：消防
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
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通
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 阻碍消防车通行
的， 将依法进行处罚。请
大家为消防车让行，让救
援更迅速， 让生命更安
全。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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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楼玻璃幕墙连连碎裂，快一年了！
事发长沙雨花区五江天街北区 30多户出现类似情况 物业：先查清原因，再统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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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公告
根据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
湖南晟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的合并协议，晟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吸收湖南晟通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湖南晟通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注销，晟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存续。 湖南晟通供应链服
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人员
安置均由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承继。 合并前晟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
元、湖南晟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合并
后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 100000 万元。 合并双方
的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 可以要求原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李慧 0731-82852602。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晟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5 时在长沙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2 楼拍卖厅对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雅
礼）人防地下过街通道（含商铺）
和香樟路（南雅）人防地下过街
通道商铺 5 年租赁使用权合并
进行公开拍卖，商场（商铺）面积
分别为 412.71 和 178.6 平方米，
租赁用途仅限用于轻油烟的、无
明火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经营或服务项目。 详见拍卖资
料， 按现状出租以实际交付为
准。 首年租金起拍价 940515.6
元，每 2 年递增 3%。

合格竞买人应是具备 3 年
1000 平方米以上商业物业运营
管理经验及信用状况良好的法
人或自然人，报名应提交运营方
案并承诺竞买成功后在接收承
租场地 3 个月内完成劳动西路
（雅礼）人防地下过街通道（含商
铺）的整体装修改造工程。

自公告之日起在拍卖标的
所在地进行展示，有意竞买者请
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法
人携带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
竞买保证金缴款凭证， 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10 月 22 日
17 时前到岳麓区岳麓大道 89 号
麓江春 1 栋 1904 办理竞买报名
手续，原承租人有优先权。
竞买保证金：20 万元应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 16 时之前到账。
户名：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
标保证金专户。 账号：43189999
101000375715000167
开户行：交通银行长沙潇湘支行
查询网址：http://csggzy.cn/了解
详情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xgqn-cs。
详情咨询：15575828858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过街通道商场（商铺）
5 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中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
运证，现声明作废。 车牌号如下：
湘 AC373 挂、湘 AD778 挂
湘 AC648 挂、湘 AC770 挂
湘 AD380 挂、湘 AK536 挂
湘 AD807 挂、湘 AC879挂
湘 AH902 挂、湘 AJ871 挂
湘 AH565 挂、湘 AH570 挂
湘 AH857 挂、湘 AK990 挂
湘 AJ936 挂、湘 AJ391 挂
湘 AH905 挂、湘 AH552 挂
湘 AG996 挂、湘 AF395 挂
湘 AG972 挂、湘 AE348 挂
湘 AE702 挂、湘 AG692 挂
湘 AH108 挂、湘 AF006 挂
湘 AH628 挂、湘 AH626 挂
湘 AF381 挂、湘 AH290 挂
湘 AH968 挂、湘 AH697 挂
湘 AK779挂、湘 AH790 挂
湘 AF778 挂、湘 AE092 挂
湘 AE236 挂、湘 AH509挂
湘 AL916 挂、湘 AK529挂
湘 AM192 挂、湘 AM687 挂
湘 AH006 挂、湘 AJ206 挂
湘 AH930 挂、湘 AE255 挂
湘 AD156 挂、湘 AG722 挂
湘 AH911 挂、湘 AH835 挂
湘 AH126 挂、湘 A6704 挂
湘 AJ795 挂、湘 AD776 挂
湘 AJ362 挂、湘 AK906 挂
湘 AJ632 挂、湘 AH380 挂
湘 AG229挂、湘 AF175 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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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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喆炀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407200105190553,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445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范革文、余放红名
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路 001
号 805 栋 04 号房产、转移登记至
买受人张茂玲名下，将产权证号
为 20180153834、20180153835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 ：20180171660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德源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衡南县创新供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刘志
冬，电话 15673411662

遗失声明
湖南采购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
430104MA4RML575C）不慎遗
失单位公章（编码 4301040206
491）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鑫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27680206312）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一嘉遗失湖南大学报到证，证
号：20201053220116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31 执 81 号之七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周符
波违法所得购买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古曲南路 198 号茂华国
际湘小区商铺 D 栋 101 号、102
号的房产，原产权证号为 716
099956 号 、716099964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 101 号房屋的他
项权证 ：516060811 号和 102
号房屋的他项权证 ：516060
812 号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

◆刘畅一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430111199309112832，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白蚁防治所城市卫生害虫
防治专店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1989年 9月 3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遗失。 信用
代码：8850097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白蚁防治所综合商店遗
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989
年 9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遗失。 信用代码：
88500972-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4496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裴一骏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近湖七路 32 号卓越
浅水湾 1 栋 1503 号房产转移登
记至买受人周艳梅名下、相应的
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将产权
证号为 20180137740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编号为 2018014
5611 号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董远遗失
报到证 20111239730025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6220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王延晖名下位
于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北路三
段 439号浏阳河畔家园 2 栋 1506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08）第 05715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津市监狱黄磊，警号
4304184 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余沛恬，警号
4303945 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好好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3600 万元减至 2200 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米行
来，电话 18907305115

遗失声明
华容县新河乡贝儿美母婴店遗
失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
JY14306230238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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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 585
号之十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原查封案号（2016）湘 0102 执
2865 号】将登记在湖南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市双河路 112 号双河湾公寓
1 栋 2607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511061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编号为：515037804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裂成蜘蛛网状，快一年了，到现在
没处理，整栋楼还有30多户出现了类似情况，好危险呢！”
10月12日， 长沙市雨花区五江天街北区10栋业主黎女士
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玻璃碎裂的写字楼下面是繁华的
夜市区，一旦碎裂的玻璃从高空坠下后果不
堪设想，希望安全隐患能尽快解决。

10月12日14时许， 记者来到
了五江天街北区10栋，28层高的
写字楼下， 周边是繁华的小吃区。
小区物业保安介绍， 每天下午4点
半以后， 这里的小吃店会陆续开
张，选择来这里吃夜宵的人很多。

黎女士的办公室在写字楼20
楼，临街玻璃幕墙上，一块约3平方
米的玻璃窗已裂成蜘蛛网状，用手
触摸，碎裂处并不平滑，边缘部分
仅靠透明胶来固定。“从去年12月
份起，玻璃就裂成这样了，以前这
里是用来供员工午休的，现在我们
都不敢靠近窗户，怕出事。”黎女士
告诉记者，玻璃幕墙有内外两层玻
璃， 所幸目前炸裂的仅为内层玻
璃，“找物业处理， 此前承诺说6月
就会搞好，可到现在都没有处理。”

记者采访发现，整栋楼并非只

有黎女士所在的办公室出现了玻
璃炸裂的情况，同一层就有三户业
主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物业公司只是简单地用透
明胶加固了一下，治标不治本啊！
有时坐在办公室， 都能听到玻璃
开裂的声音，特别吓人。”另一户
玻璃碎裂的业主王女士表示，此
前就有玻璃碎渣掉到了办公桌
上，同事不注意划破了手。王女士
告诉记者， 针对钢化玻璃为何会
炸裂的问题， 物业的解释是因为
冬天在办公室开空调， 窗户玻璃
因热胀冷缩造成的。

“我们担心内层的玻璃碎裂不
及时处理，外层的玻璃也会跟着碎
裂。”王女士表示，写字楼正位于繁
华夜市之间，一旦高层玻璃碎裂坠
落，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说法，
不少业主表示并不接受，“那么多
楼盘的玻璃幕墙都没出问题，我
们这里裂了不是一户两户。 热胀
冷缩是一个方面， 玻璃质量不过
关才是主要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业主与
物业公司沟通了1年，直到现在隐
患也没有解决。为此，业主们还专
门建了个微信群。记者采访发现，
很多业主反映的玻璃问题都是内

片炸裂， 但在该写字楼一楼记者
看到了外层玻璃炸裂的情况，高
层外层玻璃是否碎裂， 无法准确
核实。

“如果碎裂的高层玻璃掉落
伤人损物， 又是扯不清的麻烦。
有的业主为避免麻烦 ， 干脆搬
离，换地办公。”采访中，有业主
表示，前段时间一户玻璃碎裂的
业主在多次反映情况无果后，果
断地搬离了该写字楼。

为何玻璃炸裂问题一直未
处理？记者就此来到了长沙润华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经过统计，现在已
有30多户业主上报了玻璃幕墙
损坏的情况，之所以一直未更换
玻璃，是想一次性更换内外两层
的玻璃。

记者调查得知，五江天街北
区是由湖南江域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2018年交房。根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等条规，施
工单位在建筑幕墙保修期内承
担质量保修责任，其中建筑幕墙
工程质量保修期不低于3年，建
筑幕墙防渗漏的保修期不低于5
年；建筑幕墙工程使用满一年时

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此后每五
年组织一次安全隐患排查，满十
年后的半年内及以后的每三年，
要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幕
墙工程进行安全性鉴定。

也就是说，开发商有义务解
决业主收房后出现的玻璃幕墙
炸裂问题。

对此， 记者咨询了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认为
问题玻璃存在人为或自然炸裂
两种情况， 需要先查清原因，再
统一更换。目前，物业公司只能
安排人员对问题玻璃用透明胶
进行加固， 待相关工作协商好
后，会通知业主来更换玻璃。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

高层玻璃炸裂，楼下是繁华夜市

担心高空坠物隐患，有业主主动搬离

先查清原因，再统一更换

占用消防车通道
湘潭一单位被罚

▲在长沙市雨花区五江天街北区10栋楼
下，每天下午4点半起，将成为热闹的夜市区。▲

10月12日， 在长沙市雨花区五江天
街北区10栋， 同一栋楼有30多户业主家存
在玻璃幕墙炸裂情况。 记者 杨昱 摄

物业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