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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了395吨重定子的大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图片来源：905中国交通广播

395吨定子约等于
5642个成年男子体重

“镖物” 为神华国华永州电
厂重要部件定子。运“镖”的车货
总体长、 宽、 高分别为68.88米、
4.72米、4.8米， 共30个车轴、226
个车轮， 货车总重量达到了395
吨。以一个成年男子体重70公斤
为参考，约等于5642个成年男子
的重量，可谓超级“巨无霸”。

2020年6月， 其从哈尔滨出
发，过吉林、辽宁，走海域到上海，
然后转入长江，再经湘江逆流到
衡阳，如今从衡阳经陆路前往永
州市赵家井村，神华国华永州电
厂所在地。该电厂是永州市史上
最大项目，也是湖南省能源规划
“十二五”重点项目，对改善湖南
能源结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湖南“镖局”再营业！“巨无霸”安全送达
“拆”收费站、逆行过匝道、交通管制……一百多名“保镖”参与永州电厂重要部件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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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518 号
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王明辉名下位于长
沙市望城坡阳明山庄 003 栋 606
号房屋的证号：00246109 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和相对应的长国用
（2003）第 026582 号国土证及证
号为 513065892 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和创资产管理（湖南）有限公司：
贵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017 年 6 月与我司各签署一份
《借款协议》，约定由我司向贵司
出借人民 4100 万元、800 万元，
随后我司按照《借款协议》及附
件的约定分多笔将借款付至贵
司指定的收款账户。

借款到期后，贵司不能偿还
到期借款，经过双方沟通，贵司
签署了两份《抵债协议书》，同意
将所持有的长沙高新开发区科
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4900 万
元股权抵债给我司，并且继续履
行剩余债务。 按照《抵债协议书》
的约定，贵司应在该协议书生效
的次日起到长沙高新开发区科
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公司登
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和股权过
户手续。 但是贵司一直没有配合
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鉴于贵司没有尽诚信还款
义务，又未按照约定办理股权过
户， 严重损害了我司的合法权
益。 现我司致函贵司，尽快履行
股权过户及还款义务。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
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14日

履行股权过户和还款义务催告函

三湘大厦拟向事业单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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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起 90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三湘大厦改革清算组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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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常德市宏翔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4307021000
09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三鑫振邦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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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
南路 799号南湖东怡大厦 1413
号房屋、过户至买受人向志文
的名下；将产权证号为：71623
660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516073576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一百三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228
号环景苑 4栋 215 室房产、产权
证号为 715164318 及他项权证
20170018981、20180296563号
上的 4栋 215房公告登报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3518 号
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潘冬云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391 号时代家园 2 栋 905 号房
屋的证号：710099957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 相对应的证号为
20190049512 他项权证和长国
用（2010）第 072388 号国土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本人刘启妍， 身份证号码
43072219960917xxxx，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富兴时代御城
项目缴纳认筹金 5 万元， 由于
本人遗失原收据， 收据编号为
NO. 0072216，特此登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3836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李静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人民路 9 号佳润新都 1
栋 1102 号 房 屋 的 证 号 ：
00392838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和相对应的证号：510047047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湘丰茶业集团有限公司遗失由
星沙海关出具的三份货物出口
商检证书以及一份中国-秘鲁
FTA 证书，出口合同号为：XF
DP-201028, 遗失的证书明细
如下： 植物检疫证书（一正二
副）编号：220000003807433001
品质，数量，重量证书（一正二
副 ） 编 号 ：220000003807433
003 健康证书（一正二副）编号：
220000003807433002 中国-秘
鲁 FTA 证书（一正一副）编号：
R207828740511002 （AQSIQ1
20083962），特此声明。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2020）湘 0105 执 2928 号之
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李涛
炜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
马路 61号恒大御景半岛锦绣
苑 7、8 栋 1701 房、编号为 20
170191077 号的预告登记证
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8218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王琦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469 号融科
东南海小区 XH3 栋 1306 房屋
的证号：714086022 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 相对应的证号长国
用（2014）第 040621 国土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1 执 5363 号
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徐丹林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112
号绿地新都会佳苑 4 栋 3006
号房屋的证 号 ：20190240019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相对应的
证号为 20200005899 他 项 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健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
乡分公司遗失税控盘 ， 号码
889915652209，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2019)闽 0203 执 10143 号
之一百二十二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长沙市天心区竹
塘西路 228 号环景苑 4 栋 1412
室房产、相对应的产权证号为
715164147 的房屋所有权证及
他项权证编号为 20170018981、
20180296563 号上的 4 栋 1412
室房产公告登报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易瑶身份证号(4302811987
06107383)遗失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书，任职资格：工程师，
专业：电气自控，系统编码：B0
8163010000000164，特声明作废。

◆何钊身份证号(43052319870
6130711)遗失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证书，任职资格：工程师，专
业：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系
统编码：B08153010000000636，
特声明作废。

据中能建湖南火电工程部经
理助理李培俊介绍， 去年及今年
运送的两组定子是湖南省首台
百万火力发电机组。近期会将1号
发电机穿转子及2号发电机定子
就位，2021年年底前两台机组并
网双投使用， 一台机组够整个湘
南地区（永州、郴州、衡阳）用电。

据悉， 该厂使用的发电机采
用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1000MW
等级的水氢氢冷汽轮发电机组，
每台机组配置一台。目前1号发电
机定转子均已到货， 正在开展附
件安装和交接试验，2号发电机定
子1月13日到货。作为电厂主机设
备， 也是电厂发电投产最核心部
件，发电机的到货、就位，将为汽
轮发电机组整体安装及机组投运
提供可靠保障。

定子陆续到达电厂， 意味着
永州市史上最大项目神华国华永
州电厂的工程建设迈出了一大
步， 距离该厂投产发电的日子也
近了。

自去年9月份，神华国华永
州电厂重要部件———神华国华
永州电厂第一台定子在湖南历
时15个小时，途经140公里，成
功地从衡阳运输到了永州电厂
后， 时隔一个多季度，1月13
日，又一台定子于凌晨3时从衡
阳港口出发前往永州。据悉，此
次，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 省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局、省公路事务中心、省高
速集团等多个单位又组成了湖
南“镖局”，并组织了一百多人
的“保镖”队伍全程护送（扫描
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自凌晨3时出发到16时35
分送达， 全程165公里， 用时
13.5小时， 比上一次同部件运
输缩短了不少时间。期间，“巨无
霸” 的运输遇到了哪些难题，又
如何解决呢？ 三湘都市报联合
905中国交通广播，带你直击现
场，了解幕后故事。

■记者 和婷婷

“镖车”途经线路为：衡阳
港———衡阳市湘江南路———白
沙大道———南三环———蔡伦大
道———雁峰收费站———G72泉
南高速———接履桥枢纽———
G55二广高速———永州北收费
站———S217线———芦江路———
国华永州电厂。

为何走陆路？ 大运运输公
司负责人娄孟军表示， 因到永
州的水路有水电枢纽， 通不过
去，所以水运只能走到衡阳，且
衡阳有大件运输码头。

由于车辆超宽，“巨无霸”进
出收费站是最麻烦的事情。一般
收费站超宽车道仅为4米，而
“巨无霸”车宽为4.72米，如何通
过收费站呢？记者了解到，湖南
省高速集团提前对途经的收费
站前后收费亭、路桩以及测重设
备进行了清理和拓宽疏通，以保
证车组通过。

此次护送任务高速公路路
段有120公里， 途经路线为雁峰
收费站—G72（泉南高速衡阳至
永州段）—G55（二广高速接履桥
枢纽至永州北段）—永州北收费

站，“巨无霸”共有3个通行难点。
第一个点在雁峰收费站，车

辆经过该收费站东往西方向的
右转匝道， 进站前有一段圆曲
线，曲线半径约150米，转向角
度约62°。今天凌晨5时许，“巨无
霸”在护送下逆行通过了收费站
及匝道。

“反其道而行之”！13日凌
晨5时，在衡阳高速交警、安全
路产人员的护送下，“巨无霸”从
拓宽后的雁峰收费站出口驶入
高速。

第二个点在零陵区接履桥

枢纽， 该枢纽右转匝道为圆曲
线，曲线半径为120米，转向角
度约34°。“巨无霸” 通行此匝道
时，所需车道宽度较宽。因此，湖
南高速警察将会对该处采取临
时交通管制，以满足大件车辆安
全通过。

第三个点在永州北收费站，
车辆经过永州北互通的右转匝
道，匝道包括三段圆曲线，经过
第一段圆曲线时，运输车辆需将
车板及液压油缸升高至护栏以
上，方可通行。此外，该点也会进
行交通管制。

衡阳到永州的高速公路，
桥梁比例大、桥梁类型多。“此
次护送任务，如何通过桥梁是
我们面临的主要难题。” 王小
平说。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方鸿介绍， 此次护
送任务高速公路路程大约120
公里，沿线将经过49座桥梁（桥
梁是此段高速公路最脆弱的环
节）。 桥梁限重一般为55吨，那

么这个395吨的“巨无霸”，到底
能不能安全通过？

方鸿表示， 湖南省交通规
划勘察设计院团队奋战了几个
月，形成了数百页的报告，最后
得出结论： 途经的49座桥都能
让“巨无霸”安全通过。方鸿说，
相较于普通的货车而言，“巨无
霸”有30个承重轴，因此对于路
面的压力， 并没有超出规定的
承重范围。不过“巨无霸”过桥

时，不得变速、刹车制动，需居
中单独通过。

除此以外， 湖南省公路事
务中心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
上次运输后， 工作人员对沿线
最不利的桥梁进行了一次深度
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进行了桥
梁安全性评估， 其承载力满足
通行要求， 并对存在病害的桥
梁进行了临时性加固， 以确保
此次运输的桥梁安全。

“拆”收费站，“逆”行通过高速

圆满护“镖”标志
电厂投产发电加速

意义

“镖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镖物”

沿途

不得变速、刹车制动，需居中单独通过过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