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水塘小区最靠近马路的居民楼，距离梧桐树仅约5米。 记者 周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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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1年 5 月
10 日 15 时 00 分在长沙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采用增价方式第
二次公开拍卖长沙市岳麓区望
城坡沁园小区 005栋两层公房
房产五年租赁经营权。 有意竞
买者须交纳保证金 30 万元（以
银行到账为准），并携带有效身
份证原件和银行缴款凭证，来
长沙市望城区望城大道 61 号
望邮公寓 A 栋 303 室办理竞
买登记。保证金付款账户：长沙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开户行:交通银行长沙潇
湘支行，账号:43189999101000
375715000236， 保证金缴纳截
止至 2021 年 5 月 6 日 16 时
00 分。 标的即日起现场展示，
报名时间：2021年 5月 8日。
咨询电话: 15273118069阳女士

湖南省新大陆拍卖有限公司

公 告
2021 年 3 月 17 日， 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
县长株高速塱梨东收费站对牌
号为湘 A33RN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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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王（硬）”1 个品种共
计 1500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
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
书号码：000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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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永州湘鸿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03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1100000037
723，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 387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王淏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火星开发区 3片 19 栋 104
号的房屋、相对应的产权证号
为：20180264730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陶敏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遗
失（证号：430181199801057846）
二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公章破损声明
湖南谨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
A4R9KXW4L)(备案编号 43010
30198802)原公司公章己破损，
现启用新的公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亚伦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肖山)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源森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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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爱国，电话 1378641236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2020）湘 0121 执 1985 号之五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原查封案
号：（2019） 湘 0121 执保 1448
号，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王赛
红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近湖
二路 1 号湖墅嘉园 16 栋 1301
房的证号：20180295398 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和对应的证号：
20190137715 他项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岳阳明昊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分局 2011年 6月 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602
0000138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明昊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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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华,电话 18873000303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4 执 1467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谢亚妹名下位于长沙
市岳麓区麓景路 528 号锦绣家
园 31 栋 1204 房 的 证 号 ：
20170293411 的房屋不动产权
证和对应的证号：201801782
11、202003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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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乡县残疾人联合会 2007 年 1
月雕刻的同名行政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本报4月21日讯 4月19日，常
德经开区莲花天街小区发生了惊
险的一幕， 一名女子欲从13楼跳
下。关键时刻，消防指战员从14楼
索降而下，用双腿夹住女子，将其
推向屋内，成功营救。

当日10时18分， 常德经开区
消防救援大队德山站接到德山派
出所转警，称辖区莲花天街有一人
因感情纠纷欲轻生，救援站立即出
动3台消防车15名消防指战员赶
赴现场。

4分钟后，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了解到女子姓王，30岁， 疑似遭遇
感情纠纷及生意失败，趴在该小区

13楼窗台外，身体倾斜，单手抓住
窗户把手欲跳楼轻生， 情绪激动，
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指战员立即下令在3楼平
台铺开救生气垫，救援组在14楼携
带安全绳索准备悬垂实施救援，并
协同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及家属在
14楼阳台与轻生女子心理疏导。
经过近2小时疏导， 女子情绪逐渐
稳定。

12时18分， 消防员罗凯瞅准
时机，带着安全绳索，翻越14楼的
窗户从高处滑下， 千钧一发之际，
快速地用双腿死死夹紧女子，顺势
将她从窗外“塞进”窗内。“好，成功
了，救下来了。”女子安全得救，在
场围观的群众也松了一口气，纷纷
为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救人而喝彩。

消防部门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女子一旦从13楼坠下，就算铺
了救援气垫， 照样可能有生命危
险。15-20米， 也就是住宅六层左
右，是气垫的极限救援高度，被救
人员恰好落在气垫上大概率能保
命。但气垫反冲力造成重伤，或落
点偏离气垫中心等状况的发生，都
有可能造成大概率意外情况。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刘煜

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滨河路的这批梧桐树于2014年
种下，共有444棵，种植之初是考
虑到梧桐树观赏性较强， 与打造
浏阳河风光带的要求较为契合，
同时也特地选用了经基因改良后
不会结果的梧桐树种。

意料之外的是， 两三年后，
这批宣称不会结果的梧桐树或
因种种原因，又恢复了结果，梧
桐飞絮的情况也因此加重。

2019年底，泉水塘小区、逸
苑小区、 滨河小区的居民向东
沙社区反映了梧桐飞絮扰民的
情况。为了尽快解决居民困扰，长
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多
次举行“议”呼百应居民议事会，
将有关部门、居民代表、园林专家
聚在一起，听取居民意见，共商解
决办法。“起初， 有专家建议去除
梧桐树的部分树枝， 只保留主树

干，以此来减少树叶之间的摩擦，
减少飞絮情况。”长沙市芙蓉区东
湖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希
菲说，“随后园林绿化部门也确
实对居民区附近的梧桐树进行
了修剪处理， 但居民反映飞絮
扰民的情况依旧存在。”

梧桐飞絮问题本就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 国内外其他城市
大多采取抑制结果、剪枝、树冠
冲淋等办法减少飞絮发生量，
但效果甚微或成本过高。今年2
月，针对居民的强烈诉求，长沙
市城管局绿化建管处、 芙蓉区
行政审批局、园林绿化中心、城
投公司、 东沙社区等单位组织
了省风景园林学会、湖南农大、
中南林科大相关专家进行了论
证。经现场勘查及多方讨论，最
终决定由长沙市芙蓉区城建投
公司将这444棵梧桐树移栽至
正在修建的东湖路二期。

飞絮扰民，浏阳河畔的梧桐树将“搬家”
周边居民一年数月门窗紧闭 444棵树拟分批移栽至东湖路，或将换上栾树、香樟等树种

在长沙市芙蓉区滨河路，绵延9.4公里的梧桐树成
为了浏阳河畔一道美丽的风景。 但对居住在附近泉水
塘小区、逸苑小区、滨河小区的居民而言，由于每年春
夏季节梧桐树会出现大量飞絮，别人眼中的风景，却是
让他们一年数月无法开窗、 时常发生皮肤过敏和呼吸
道过敏的可疑源。

4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经有关部门、专家多次讨论
论证，并收集居民意见后，现决定采取分批次将滨河路
上全部444棵梧桐树移栽至东湖路二期的方法，解决梧
桐树飞絮扰民问题。 第一批梧桐树的移栽工作将于本
周末开始进场。这也是长沙首次因为绿化植物扰民，进
行大规模树木迁移。（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周可 视频拍摄 顾荣 视频剪辑 何佳洁

【进度】
梧桐移栽分3批进行
本周末将进场

该公司工程部副部长
刘城希介绍，由于滨河路为
东西走向，而泉水塘等小区
在道路北侧，受西南风影响
梧桐飞絮会直接被风吹向
小区。“东湖路二期为南北
走向，加上周围小区与绿化
带之间的距离较宽，梧桐飞
絮对周边住宅的影响肯定
会小一些。”刘城希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最大
程度确保梧桐树在移栽过
程中的存活率，该公司将分
3批移栽滨河路的444棵梧
桐树。 首批梧桐树的移栽工
作将于本周末进场， 预计今
年可以完成所有梧桐树的移
栽工作， 并考虑在滨湖路沿
线换上栾树、香樟等树种。

【现场】 为梧桐飞絮所扰，一年内数月门窗紧闭

4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长沙市芙蓉区滨河路现场看
到，从浏阳河堤到泉水塘小区，
十余米的直线距离内共种植了
3排梧桐树，有行道树之王之称
的梧桐树树冠巨大， 树干笔直
且高，远观十分美丽。

“前几天下雨梧桐树的飞
絮情况还没那么严重， 最近几
天天晴了，窗户都不能开，家里
的老人经常咳嗽， 小孩子身上
也经常起疹子。”泉水塘小区居
民王秀群一边说着， 一边随手
捡起了地上掉落的梧桐树叶，
树叶背面清晰可见一层白色絮

状物，轻轻一吹，絮状物便会离
开树叶飘在空中。

据王女士反映，春季，梧桐
树背面会产生白色絮状物，到
了梧桐树结果季节，梧桐果掉落
在地“炸”开后，果实的棕色“外
衣” 也会散开， 随风飘在空中。
“到了秋天还会有一片片的小
虫，这就导致每年从4月到9月、
10月， 附近居民都会受到梧桐
树的飞絮困扰。”王女士说，严重
时，家中只能门窗密闭并拉严窗
帘，也无法晾晒衣物，一旦开窗
通风就会飘进飞絮，纱窗也挡不
住。

【处理】 经多方座谈多次论证，决定给梧桐树“搬家”

轻生女子悬在13楼窗外
消防员“从天而降”营救
用双腿夹住女子，成功将其推向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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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姓女子趴在该小区13楼窗台外。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