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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交付通知书
尊敬的 女士/先生：

您所购买的位于长沙市开
福区东风路 248 号鸥波大厦 1
栋 1505 房伍科霖、1510 房魏
莱、1512 房杨笑笑、1605 房王
亚琴、1608房胡结尾（委托租赁
协议到期日 2021.07.04），1613
房严晓芳、1703 房张鹤、1706
房王峥屹（委托租赁协议到期
日 2021.6.30）），1712 房 陈 亚
军、1715 房王鹏、1807 房刘菊、
1809 房李权、1813 房李丽娜，
依据您与我公司签订的《长沙
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租
赁协议》 以及相关的补充协议
约定。《委托租赁协议》于 2021
年 5 月 31日到期，敬请您仔细
阅读本通知书并携带以下资料
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往鸥波大厦 2
栋 4 楼物业办公室办理房屋交
付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 如需
垂询， 请致电鸥波大厦旭辉物
业服务中心：0731-85675766。
1、房屋交付通知书；2、《长沙市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委托租赁
协议》 以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原
件；3、 已缴纳该房屋所有款项
的收据原件；4、《长沙市商品房
买卖合同》和《委托租赁协议》
上所有买受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如身份证）；请您按本《房
屋交付通知书》 约定时间办理
交房， 物业服务费自 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计收。 若您逾期超
过 3 日未办理交房手续， 根据
《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自
通知您方交付之日起，视为您

寻亲启事
徐长生（自述），男，约
70岁， 身高 1.7 米左
右。 2021 年 4 月 12
在长沙市芙蓉华天酒
店门口被发现， 由公
安送入医院救治。 发
现时身穿灰蓝色格子
上衣和牛仔裤， 脚穿
黄色皮鞋。 请知情者
速与我站联系。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站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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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萱（父亲：王欢；母亲：
屈春梅）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215013，声明作废。

◆王千宇（父亲：王欢 ，母亲：
屈春梅）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727924 ，声明作废。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1） 湘 0105执恢 319
号之二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欧阳震霖名下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芙蓉
南路四段 989 号保利阆峰云墅
S01 栋 101 号 房 的 证 号 ：
715219014 的不动产权证和对
应编号：515080507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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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暨诚乐名下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解放路办事处耕耘园
002 号 303 号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08）第 04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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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雨欣（父亲：任涛，母亲：
朱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480152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302 执 519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谭雅天名下的
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
三段 1200 号北辰三角洲奥城
E3区 4 栋 1929 号的房屋、对应
的产权证号为：湘（2017）长沙
市不动产权第 0020387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雷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5MA4L1TKEXF）遗失法人
章 1 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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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
号之一、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龚任秀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
商住楼 701 号的房屋、产权证
号为：716245116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06）第 003185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7029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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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界云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将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 年 5 月 7 日核发注册
号 430800000026398 营业执照
正副本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平江县凤凰传奇生态避暑山庄
有 限 公 司 解 散 清 算 公 告
平江县凤凰传奇生态避暑山庄
有限公司股东于 2021年 4 月 14
日决定解散平江县凤凰传奇生
态避暑山庄有限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清算组。 为保护本企
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素婷 13874004211

招标公告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码
头货物运输招标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8 时至 4 月 22 日
上午 8 时报名， 标书发放日期
为 2021 年 4 月 22 日上午 8 时
至 4 月 27 日上午 8 时，年度承
运量为 30 万吨（具体以实际发
生量为准），欢迎有实力的运输
单位前来咨询、报名，详情请致
电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供应处。 联系人：
汪先生 15700838887
吴先生 15674315171

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4月 15 日

◆周佑桐（父亲：周宁，母亲：谭维
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054829，声明作废。

◆陈立达(父亲:陈积光；母亲:
唐庆兵)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56676，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1 年 4 月 10 日湖南眼
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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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19973104700 联系人 ：燕龙

已接受了该物业， 物业服务费
计收时间不变， 且该物业的一
切风险及与相关的物业服务费
将由您承担。

再次感谢您选择长沙旭辉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衷心希望
在后续服务中能得到您的信任
和支持！

长沙旭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14日

住房出租
长沙市中心地段有两室一厅
房子出租，精装修，家电家俱
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本报4月15日讯“究竟什么
时候天晴？墙壁都发霉了。”这是
长沙市民王女士每天早上起床后
的“灵魂发问”。天气预报显示，除
去偶然出现的阴天， 长沙连日降
雨的趋势还在。如何防潮除湿，成
了市民最关心的话题。

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除了带除湿功能的小家电，
模样新颖的各类除湿剂、除湿盒都
迎来了热销。而销售人员也提醒，
日常不太使用的家电， 以及停在
车库的汽车也需注意防潮除湿。

除湿防潮商品销量倍增

“那家日化用品小店有一款
除湿剂不错， 你可以去看看。”今
日中午， 与同事谈论起近日让人
糟心的潮湿天， 王女士拿出了刚
在长沙IFS一商铺内购买的伞状
除湿剂介绍说，“可以反复添加除
湿剂，将水倒掉后反复使用，比袋
装一次性的除湿剂要划算很多。”

与常见的袋装除湿剂不同，
王女士购买的这款除湿防霉盒为
雨伞形状， 当盒内除湿剂吸附了
空气中的水分子后， 水便会往下
漏至隔层， 伞把则恰好用来挂在
置衣杆上，十分方便。

而在电商平台上， 一种被称
为“硅藻泥蛋”的除湿干燥剂也颇
为畅销。 在一家网店的商品介绍
上， 记者看到，“一颗干燥蛋等于
500包活性炭”的字样。据了解，这
种被制作成鹅蛋大小的硅藻泥制

品， 有着净化空气、 吸收水分等作
用。不少消费者购买后放置在衣柜、
冰箱等地方用以除湿、去味。

除一些日化产品外，各种形态、
工作原理的除湿机也从原本小家电
市场的“配角”开始走入“C位”。三
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单价在500
元至千元的除湿机最受欢迎。如，一
款售价在589元的松京家用除湿机
在近一个月时间内就销售了近4000
台，这是日常销售量的十余倍。

家电和汽车也需要除湿

事实上， 潮湿的空气不仅会给
人体带来不适，让衣物变得潮湿，也
会影响家里的电器， 甚至是汽车的
正常使用。

“如果在潮湿的天气里，电视机
不常使用的话，最好能保持日常3小
时左右的开机时间， 让处于工作状
态的零件散发的热量来帮助电视驱
散潮气。”通程电器伍家岭广场店一
品牌电视销售员如是介绍。

三湘都市报记者还了解到，电
暖器如长时间不使用， 需要进行密
封保存，而如果周遭空气过于潮湿，
则不适合使用电脑。

此外，潮湿的空气中，汽车的各
个功能也需定时开启使用， 利用工
作带来的热量驱散零部件的潮湿。
某品牌汽车4S店工作人员介绍，梅
雨季节， 购置一些家用的除湿剂放
在制冷蒸发器等容易凝聚水汽的位
置，以及刹车踏板等部位，可以实现
防滑的效果。 ■记者 朱蓉

本报4月15日讯 装备制造
业一直以来被视为“工业的心
脏”。今日上午，中国国际商会装
备制造产业委员会在株洲成立。

中国国际商会装备制造产业
委员会成立后， 将致力于整合力
量，打通资源圈层，面向成员单位
开展多种类行业博览会、 行业交
流会等交流平台， 促进企业之间
的合作，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
与政府之间牵线搭桥。

目前， 湖南装备制造产业优势
明显，产业高度集中，已初步形成长
沙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衡阳输
变电等产业集群。 参会的130余家
国内外企业对湖南装备制造产业前
景十分看好， 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
力解决方案集团中国区总裁柴小舟
说：“通过新成立的委员会， 更好地
认识到湖南装备制造产业的优势，
会找到更多合作点，将‘湖南制造’
推出去。” ■记者 杨洁规

本报4月15日讯 今日，长
沙海关举行了一季度新闻发布
会。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今年一季度，湖南省进出
口总值1151.2亿元， 比上年同
期增长42.7%。其中，出口758
亿元，增长54%；进口393.2亿
元，增长25%。

家电汽车手机
出口明显增长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
一季度，东盟、美国、香港地区、
欧盟为湖南省前四大贸易伙
伴。 湖南省对RCEP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也
分别增长42.1%和23.8%。

从出口来看，出口机电产
品342.6亿元，占同期全省出口
总值的45.2%。 从具体商品来
看 ， 电 子 元 件 出 口 增 长
102.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其零部件出口增长193%。家
用电器、汽车、手机出口也出

现了明显增长。
从进口来看， 全省进口农

产品68.1亿元， 占同期全省进
口总值的17.3%， 其中进口大
豆、进口奶粉、进口食用水产品
都有增长。同期，进口铁矿砂及
其精矿和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
也增长较快。

一季度为何我省外贸能实
现开门红？“一是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带动作用明显。一季度，
湖南省工程机械出口增长
17%， 我省样本企业对出口形
势的信心也正在逐渐恢复，
44.8%的样本企业新增出口订
单较上年同期增加。”长沙海关
副关长黄志强表示。

黄志强告诉记者， 同时开
放通道与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一季度全省中欧班列数量同比
分 别 增 长 71.1% 、73.8% 和
58.6%，“今年以来，省内跨境电
商平台企业延续了去年良好的
发展态势， 也成为外贸稳增长
的主要力量之一。”

省内企业进口货物
减免税2.25亿元

除了外贸成绩单亮眼， 一季
度湖南的税款减免也相当给力。

“今年，长沙海关着力用好用
足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工程
机械、 轨道交通等先进制造业发
展。”黄志强介绍，一季度该关共
为省内企业审核办理进口货物减
免税296批次，减免税款2.25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222.1%。

据介绍，一季度进口减免税
大幅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取消额度管理带来政策利
好。往年，重大技术装备受年度
预备额度管理的影响， 进口量
大、周转快的企业，往往需要占
用其大量资金用于税款担保 ，
资金压力较大。 今年国家相关
政策取消了额度管理， 原先用
于担保的资金可以直接用于进
口，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性，推
动进口大幅增长。

■记者 卜岚

不想做“潮”人，阴雨天带火防潮除湿用品
市场：除湿机小家电销量增10倍 提醒：家电和汽车也需注意防潮除湿

挖掘产业优势，将“湖南制造”推出去
中国国际商会装备制造产业委员会在株洲成立

产业集群带动湖南外贸成绩单亮眼
一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42.7%

图片·新闻

4月15日， 在益阳
市桃江县马迹塘镇，竹
笋加工企业的工作人员
将竹笋称重。近期，桃江
县种植的竹笋迎来收获
期， 当地加紧采收和加
工供应市场。2020年全
县竹产业带动约15万
人就业增收。

新华社 图

桃江竹笋产业
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