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7日，一颗重10克的进口智利车厘子售价为3.3
元。 记者 黄亚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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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托，将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上午 9:38 分在常德市德华酒
店九楼一会议室依法按现状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拍卖标的： 旧公务车辆一
批，分别为广本雅阁、思威、猎
豹、奥迪等，竞买保证金每台 1
万元，具体详询拍卖人。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
2020 年 11 月 28 日起至 29 日
（上午 9:00 至 12:00， 下午 14:
30 至 17:00） 止在标的物所在
地（常德烟草物流院内）展示。
三、报名时间、地点：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上午 9:
00 至 12:00，下午 14:30 至 17:
00），在常德市武陵区柳叶路祥
瑞大酒店 28 楼 2815 室办理报
名手续，逾期不予受理。
四、报名流程：竞买人携带以下
资料原件和复印件： ①竞买保
证金转账凭证； ②有效身份证
件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 法人授权委托
书、 被委托人身份证等资料到
报名地点取得竞买资格， 办理
报名手续。
五、保证金缴纳方式：请有意竞
买者以转账方式将竞买保证金
于 2020 年 11 月 29 日 17:00
前缴至以下账户，逾期不予受理。
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 湖南常
德经典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德兴街口支行
账号：1908 0704 0920 0071 121
六、联系人及电话：
李先生 13873659537
李女士 18175787839
监督机关： 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监督举报电话：0736-2691600

湖南常德经典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9 日

镍铁合金项目
环评信息公示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辰溪县火
马冲工业园内，年产镍铁合金
1000 吨。 环评结论：在采取相
应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得到
有效控制的情况下，项目建设
可行。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熊总 13879060876；
评价单位：李工 18373150163，
联系邮箱：langrunlzy@163.com。
公众可索要或下载环评文本及
公众参与意见表(http://www.j
s-eia.cn/），反馈关于项目环保
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辰溪县鹏
海新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公 告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
县东升路与特立西路交汇口对
牌号为冀 FM6783 的车辆进行
检查，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
括“七匹狼（豪情）”、“双喜（莲
香）”等 4 个品种共计 996 条，我
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4213）。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局（地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
系电话：0731-84011752）接受调
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
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草专
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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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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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之二十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湖南庄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坐落
于长沙市双河路 112 号双河
湾公寓 2 栋、3 栋、B 段商铺招
待所 117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
为: 715110753 号的房屋所有
权 证 与他 项 权 证 编号 为 :
515037808 号上设立的 117 号
房的抵押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2020） 湘 0104 执 4468 号之
二、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游静名下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609 号
天麓小区 G18 栋 1006 房的证号
为 20190346285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编号为：201903218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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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1859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李正德名下位于湖
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怡园街 135
号尚东紫郡新寓 B 栋 2009 的
证号为 710084097 号的房产证
与编号为：514045606、5150519
30 号他项权证和长国用（2010）
第 045953 号国土证一并登报
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三杰武道教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詹进），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宏文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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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文，电话 13807345751

注销公告
医学临床研究杂志社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
权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健康必读杂志社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
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国际泌尿系统杂志编辑部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
权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当代护士杂志社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 90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国医师杂志社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 日起 90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2020)湘 0521 执恢 167 号（原
查封案号：（2020） 湘 0521 执
1326 号之五） 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田海
华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茶子山
西路 19 号国泰嘉园二期 13 栋
2003 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
71531330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及该房屋编号：515098302 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市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将 11 月 17 日三湘都市报被执
行人杨异华的作废公告更改如
下： 依据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2020） 湘 0103 执恢
537 号之五协助执行通知书将
他项权证 515066102号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盛大金禧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甘嘉童（父亲：甘浩 母亲：陈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431191
092，声明作废。

◆陈立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5575,声明作废。

◆吴嘉辉, 邵阳学院通信工程专业
2020 届毕业生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2010547204379，声明作废。

◆王怡遗失中等专业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20022124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旅游合同：JW0018679、
GN0036869,声明作废。

◆简尧遗失由湖南旺旺医院
开具的住院医疗发票一张，证
号 01445661， 金 额 5608.32
元，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
（2020）湘 0528 执 1183 号之一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李特尔名下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289 号小高
层 B 栋 503 室的房屋一套、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07）
第 04002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新宁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2020）湘 0121 执 1009 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王君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高桥乡火焰村星城名典商住
综合楼 4 号 5 号楼 620 号房屋
的编号为：20180163847 他项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4686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刘志文、彭文育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一段
699 号恒大雅苑 26 号栋 703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2018
0165622 号、20180165623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20180318416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启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32796401，声明作废。

◆唐佳鑫遗失医师执业医师证，编号
210430500001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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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 222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庄
庆思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
沙大道 508 号桂花城初阳苑 C1、
C2、C3 栋 604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711088273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1）第 056238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4040682、516001447 号 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本报11月18日讯“放心，我
送你去车站。”近日，一段常德桃
源交警帮助迷路聋哑老人回家的
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网友们
纷纷为交警点赞。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引得
大家感动，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联系上了故事的主人公肖启建。

“这是件小事，受到这么多人
的关注我很吃惊。”事情发生在11
月12日， 当时肖启建与队友正在
桃花源渊明小学附近执勤， 一位
老人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头
我才发现老人家对着我比划着，
嘴里一直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显
得很慌乱无助。”老人衣服有些破
烂，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

“看我一直不能理解他的意
思，老人急得来回地跺脚，突然蹲
下身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帆布包里
掏出了一截粉笔， 蹲在地上写起
字来。”

“请问桃源怎么去？” 看见写

在地上的“求助”，肖启建马上意识
到了眼前这位老人是名聋哑人。他
马上蹲下身去， 拿起老人的粉笔写
下：“您听得见吗？”老人无助地摇了
摇头。

肖启建用粉笔开始和老人交流
起来。“一番交流过后， 我知道了老
人家是要去桃源附近的汽车站，离
我们执勤点大概有20多公里的距
离，老人想要去车站坐班车回家。刚
好我和同事已经结束执勤了， 所以
我就给他写了： 放心， 我送你去车
站。”看见这几个字，一直焦急的老
人终于舒展了眉头，露出了笑容。

“当时我们陪老人在车站等了
大概20多分钟，班车一直不来，这个
时候刚好来了辆出租车， 我就想着
一直让老人等挺累的， 干脆让他坐
车回家好了。”肖启建为老人付了车
费并细心地记下了司机的号码，“没
过多久， 就接到了老人家人打来的
电话，得知老人平安到家，我也就放
心了。” ■记者 田甜

“市场里卖的车厘
子，都是‘早熟’品种，包
机从智利空运到国内港
口城市， 再按需运输到
内陆省份， 车厘子的消
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上
海、 北京、 广州这些城
市。” 在马王堆水果批发
市场经营近10年水果批
发生意的廖女士介绍，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
航运成本增加，车厘子进
口量也比往年更少。

“车厘子比较娇气，
不适宜长时间存储，所
以个头大、 较新鲜的车
厘子价格自然就高一
些，等过几天不新鲜了，
就只能降价卖了。”开福

区凯乐国际城周边一家水
果店店主介绍， 湖南省内
销售的车厘子主要产自美
国、智利、澳洲、新西兰等
地， 由于多靠空运和冷链
运输， 其保存成本和运输
成本都较高， 所以价格和
利润都比一般水果要高。

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便
宜的车厘子？廖女士表示，
通常而言， 每年12月底进
口车厘子迎来上市高峰，
价格也逐渐稳定， 届时车
厘子XJ级车厘子应该会降
至70元左右一斤，“到春节
前后， 到了车厘子消费旺
季， 零售价可能会出现小
幅波动。”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珈萱

本报11月18日讯 今天，岳
阳汨罗市新市镇一小区发生爆
炸。

“今天中午12点多发生的，黑
烟滚滚，冲击力好大，爆炸物飞出
来有100米左右， 还有人被冲出
来。”据附近居民介绍，发生爆炸
的小区为安置小区， 有不少楼栋
还未入住， 爆炸点为一家叫紫园
的土菜馆，该土菜馆是今年8月份
才开始装修，刚营业没多久。

从爆炸现场监控视频可以看
出， 离监控较远的一角有浓烟冒
出，有人赶紧退出。紧接着一名男

子一边拨打电话一边朝浓烟方向走
去，这时，突然发生爆炸，有人被冲
击力弹出， 而有人则满身是火地朝
监控另一侧跑去。

爆炸土菜馆所在的楼栋前后房
屋因冲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停在附近的车辆至少有五台以上挡
风玻璃或者其他部位受到不同程度
的破损。 记者从汨罗市应急管理局
了解到，事发后应急局、消防等部门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 目前人员
受伤情况还在统计中， 警方正在就
爆炸起火原因展开调查。

■记者 王智芳

3.3元一颗，车厘子尝鲜价有点“飘”
商家：受疫情影响，国际航运成本增加，进口量减少 吃便宜车厘子要等到下月底

“新到的车厘子，138一斤！”11月
17日， 长沙市蔡锷南路一家水果店
内， 店主一面将纸箱内的车厘子小心
地摆放在塑料展示盒内，一边念叨着，

“今年的车厘子进价都比往年贵，没钱
赚嘞。”

眼下，“早熟”车厘子大量上市，这
种季节性较强的水果在市场上表现得
异常活跃。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
在长沙，产自南美洲智利的XJ级车厘
子售价高达168元 /斤，
平均一颗就得3元。

11月17日上午，长沙市蔡锷南路康
辉果业水果批发店内， 带着鲜嫩绿梗的
车厘子被透明展示盒小心翼翼地保护
着 。 现在车厘子也 太 贵了 ， 往年
26-28mm的单J车厘子也就50-60元，
现在价格翻了番。”正在店内购物的刘小
姐，看到价签上138元/斤的价格，不禁感
概一番。

见到顾客有点儿迟疑，店主解释称，
店内销售的车厘子都是昨天从马王堆水
果批发市场进的新货，从智利空运回国，
上市早产量少， 价格自然也高些，“批发
市场里单J和XJ级车厘子进货价分别为
900元和1350元一箱，算上损耗及固定开
支，单J车厘子卖98元基本不赚钱。”

此外， 在相隔约300米的绿叶水果
省妇幼店，产自智利的XJ级车厘子售价
为每斤168元， 算得上店内的“价格担
当”。 记者随机挑选一颗车厘子称重，这
颗重量近10g的车厘子就得3.3元。 这一
价格， 可在店内买到一个库尔勒香梨或
者一个黄金百香果。

“现在价格已经降了些，上周XJ级车
厘子得198元一斤。”E佳鲜果蔡锷路店店
员介绍，车厘子刚上市时价格不稳定，基
本是一天一个价。 若以198元价格计算，
那么单颗重约10g的车厘子就得4元。

聋哑老人迷路，交警蹲地写字“对话” 相助

汨罗一土菜馆发生爆炸，周围车房受损
多部门赶赴现场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便宜车厘子还得再等一个月

车厘子上市
水果店可按“颗”卖

走访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