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8 公 告

因实施旧城改造建设的需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于
2015年10月23日作出硚政征字【2015】2号房屋征收决定，决
定征收65中北片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所有房屋，但部分被征
收人（含公有房屋承租人，下同）未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
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同时，还有部分被征收房屋登记的所有

权人（含公有房屋承租人)已故，现依法享有该房屋征收补偿
权益的权利人（下称相关权利人）不明确。为此，武汉市硚口
区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对前述被征收人及相关权利人作出了《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书》，对相关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请下列被征收人及被征收房屋的相关权利
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武汉市硚口区65中北片旧
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地址：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
420号，联系人：刘涛，联系电话:18164093296）领取《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补
偿决定，可自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
2021年7月22日

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公告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及身份证号 补偿决定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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硚口区集贤村81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1层6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1层5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3楼5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7层6号
硚口区集贤村49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32号2单元8层5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67号

硚口区崇仁路玉带一村134号1栋7层1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73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1号2栋7层D号
硚口区崇仁路151号7层2号
硚口区玉带路45号（原集贤村37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18-1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54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地下层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2-6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9层4号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1层4号

硚口区集贤村38号

硚口区集贤村50号

硚口区集贤村65号（原104号）

硚口区集贤村81号1-3层

硚口区集贤村84号

硚口区集贤村141-1号

硚口区崇仁路87号

硚口区崇仁路89号

硚口区集贤村附110号

硚口区集贤村91号

硚口区集贤村120号

硚口区集贤村213号

硚口区集贤村255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28号

硚口区玉带四村141号

硚口区玉带四村196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71号4层17-20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5号1栋6层2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5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栋134号2层1号
硚口区崇仁路玉带一村1栋134号5层1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栋134号6层2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3号5层1号
硚口区崇仁路玉带一村1栋133号6层2号
硚口区京汉大道438号（原玉带一村134号）1层

硚口区玉带一村19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5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30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37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38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90号（64-4）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18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5号4栋1楼2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5号1楼2号

硚口区崇仁路191-1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213-243号1单元2层2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213号1-4-3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213-243号6层2号
硚口区崇仁路145号2单元1楼2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1号2栋5层D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2号2栋5层E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47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56号

硚口区崇仁路151号
硚口区崇仁路153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6号（133号）8栋7层2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52号-208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52号-215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22号1层1、3室2层5室

硚口区玉带四村183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6号（133号）8栋1层2号

硚口区集贤村260、261号（原198号）

硚口区玉带四村185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51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23号
硚口区集贤村64号1层1-3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57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18-1号

硚口区集贤村44-45-46号（原集贤村54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6号（133号）8栋5层8号

硚口区集贤村22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5号4栋1楼4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5号1楼1号

陈本炎 420104******042014 陈 瑶 360104******190425
芦建杰 420104******082034
彭莉华 420102******022027
聂燕娟 420104******234329
陈和鸣 420104******062013
肖强胜 420104******292056 肖中秋 420104******222018
刘水生 420104******251238
李敬奎 420821******074038 赵文武 420104******252034
赵三兵 420104******012036 赵桂兰 420104******312026
姚 蓝 420104******044021
徐足仙 420104******273329
张家银 420104******241213
李爱芳 420112******152725
朱照润 420104******022017 朱国庆 420105******100011
刘启珠 420102******312021
罗汉文 420104******102054 王蔡进 420104******032011
毛 敏 420107******144143 芦建杰 420104******082034
高宗英 420104******292022
常运禄 420104******102011
李元庚 420104******212035
刘兰芳 420104******092020 刘先芳 420107******221525
刘燕兰 422323******290725 刘先有 420104******17203X
刘先朋 420104******232014 刘仁静 420107******040537
曾芳娥 420104******122067
程正文 420104******302018 程 洋 420104******092012
程正英 420124******148313 程必兰 420104******212729
程少华 420104******032021 程虎峰 420104******292038
吴 军 420104******172033 吴 斌 420104******242015
吴 飞 420104******30203X吴 梦 420104******112041
陈 曦 420104******262025 袁美娟 420104******092428
陈荣芳 420104******222021 陈德彪 420104******132053
代乾辉 420104******132714 代绍武 420104******02203X
代秀兰 420104******122044 代绍兰 420104******232028
代绍琴 420104******212744
戴 凯 420104******04201X 陈祖银 420104******272012
陈祖亮 420104******292019 陈凤萍 420104******242022
李汉兰 420104******032021 李行祥 420103******121237
李行松 420104******302014 李行顺 420104******102015
李行平 420104******092012
殷汉桥 420104******082057
龚德锋 420111******173117 龚乃国 420104******092014
龚乃珍 420104******030426 张兰 420114******080080
张 赤 420104******301615 龚奇 420103******023737
龚乃华 420111******053110
邓勤芳 420104******052023 邓演华 420104******072015
邓演国 420104******13203X
江青梅 420300******111241 江小梅 420104******242026
江仕忠 420104******312035 江福梅 420107******111521
江 蕊 420104******313660 江仕强（祥）居民身份证号不明
谢尧森 420104******042019 谢尧松 420104******012038
谢尧全 420104******222015 谢 坤 420104******072039
谢尧林 420104******022017
张 惠 420104******102032 张 钰 420104******092042
张 晶 420104******152027 张 奇 420104******042032
杨 瑞 420104******042018 杨长清 420104******182010
杨惠兰 420104******202060 杨桂芬 420104******141642
杨桂芝 420104******181704 杨润华 420104******052027
杨双清 420104******022076
吴传绍 420221******150031 吴银梅 420106******151222
吴新传 420104******202058
齐立新 420104******27205X 齐玉勤 420104******272088
齐汉琴 420106******294445
钟松林 420103******153215 钟秋林 420103******303216
钟汉林 420103******213236

硚政征补[2021]011号
硚政征补[2021]013号
硚政征补[2021]014号
硚政征补[2021]021号
硚政征补[2021]023号
硚政征补[2021]027号
硚政征补[2021]028号

硚政征补[2021]041号

硚政征补[2021]044号
硚政征补[2021]047号
硚政征补[2021]049号
硚政征补[2021]051号
硚政征补[2021]052号
硚政征补[2021]053号
硚政征补[2021]055号
硚政征补[2021]056号
硚政征补[2021]058号
硚政征补[2021]059号
硚政征补[2021]060号

硚政征补[2021]063号

硚政征补[2021]064号

硚政征补[2021]065号

硚政征补[2021]066号

硚政征补[2021]067号

硚政征补[2021]068号

硚政征补[2021]069号

硚政征补[2021]071号

硚政征补[2021]072号

硚政征补[2021]075号

硚政征补[2021]076号

硚政征补[2021]080号

硚政征补[2021]081号

硚政征补[2021]082号

硚政征补[2021]085号

硚政征补[2021]087号

硚政征补[2021]090号

硚政征补[2021]092号
硚政征补[2021]093号
硚政征补[2021]094号
硚政征补[2021]095号
硚政征补[2021]096号
硚政征补[2021]097号
硚政征补[2021]098号
硚政征补[2021]099号

硚政征补[2021]100号

硚政征补[2021]101号

硚政征补[2021]102号

硚政征补[2021]103号

硚政征补[2021]104号

硚政征补[2021]105号

硚政征补[2021]106号

硚政征补[2021]107号
硚政征补[2021]109号

硚政征补[2021]110号

硚政征补[2021]112号

硚政征补[2021]113号
硚政征补[2021]115号
硚政征补[2021]116号
硚政征补[2021]119号
硚政征补[2021]120号
硚政征补[2021]121号

硚政征补[2021]123号

硚政征补[2021]124号
硚政征补[2021]125号
硚政征补[2021]129号
硚政征补[2021]131号
硚政征补[2021]132号
硚政征补[2021]134号

硚政征补[2021]135号

硚政征补[2021]137号

硚政征补[2021]140号

硚政征补[2021]141号

硚政征补[2021]142号

硚政征补[2021]143号
硚政征补[2021]144号

硚政征补[2021]145号

硚政征补[2021]146号

硚政征补[2021]147号
硚政征补[2021]149号

硚政征补[2021]150号

硚政征补[2021]151号
硚政征补[2021]152号

刘晓辉 420901******301116
夏胜彪 420104******210817
周开来 420106******302813
周世忠 420103******28493X
宋则清 42010******8361
黄 静 420104******310426
魏 威 420104******281610
余江兰 420104******152020
段劲松 420104******232015 段 颖 420104******012047
姚 勇 420104******052417
严大慧 420104******301621
李金树 420104******092050 李多如 420104******072057
李汉明 420104******143626 李志勇 420102******123716
熊传炎 420122******100532
屠建新 420104******032077 屠艳芳 420104******082028
屠建宏 420104******272035 屠艳萍 420104******202046
易汉安 420104******152056 易望安 420104******092037
冯四喜 420104******142010 冯 刚 420104******132057
冯桂莲 420104******262029 胡秀英 422201******053229
李玉霞 42010******2032
袁汉娥 420102******121760
芦贤珍 420104******262026 张胜利 420104******142054
代宗龙 420107******310019 张润芝 420104******092064
胡佳琦 420105******073245 胡翠莲 422323******260041
胡翠芳 420123******274125 胡忠红 420123******034151
范晓媛 420104******062029
王绣琼 420104******114028
赵志和 420104******182035
商万德 420103******124418
龚凌嵩 420104******242013
石全鑫（监护人：石红胜）420104******092018
高正美 420104******262048 易桂兰 420104******102040
易桂英 420104******242020 易桂华 420104******07202X
易明华 420104******072034
李 明 420104******292012 陶桂枝 420104******132024
潘年来 420104******022010
王民新 420104******262018
成良友 420104******132030
吴玲燕 420104******222027
易冬梅 420106******105229
潘义和 420104******302030 潘义心42220******2003
潘冬（东）英110105******017123 陈大菊 420123******044927
王祖国 420104******052010
皮金玉 420104******022029 刘顺喜 420104******262027
刘琼芳 420104******132025 刘青峰 420104******032010
潘回香 420104******082021 潘 俊 420104******312012
魏泽萍 420104******242020 魏泽林 420104******262021
魏泽君 420106******042424 魏秀英 422426******265927
邱伟钢 420104******243315
耿良富 420104******262016
罗海卿 420104******012016 罗跃华 420104******242014
罗少华 420104******282036
刘 敏 420104******162068 刘景秀 420104******042023
刘才琴 420104******082028 刘才惠 420104******012061
沈正芳 429001******155420 李跃进 420104******242030
邹九九 420104******222038
胡赞义 420104******092011 胡东英 420102******292420
胡东莲 420102******121426 胡冬香 420112******133921
胡战胜 420102******252417 胡赞平 420104******242016
胡赞友 420104******262035
袁勤春 420104******080431
刘玉萍 420104******132468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被征收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及身份证号 补偿决定书编号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登记的所有权人（或原公有房屋承租人）及身份证号 补偿决定书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硚口区崇仁路113号1-1号

硚口区集贤村17号

硚口区集贤村81号

硚口区集贤村258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19号

硚口区玉带四村181号

硚口区玉带四村193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51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73号（105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75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179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4号

李秀英 420104******102025

丁楚钧 420104******202010

陈本堂 420104******09201X

徐云仙 42010******1202

赵三元 420104******222012

谌章俊 42010******6201

陈汉章 420104******242010

蔡汉菊 420104******122025

董昌林 42010******4201

董昌贵 420104******112039

阮春兰 420104******273325

官登玉 42010******4201

硚政征补[2021]009号

硚政征补[2021]010号

硚政征补[2021]011号

硚政征补[2021]012号

硚政征补[2021]030号

硚政征补[2021]031号

硚政征补[2021]032号

硚政征补[2021]033号

硚政征补[2021]034号

硚政征补[2021]035号

硚政征补[2021]036号

硚政征补[2021]037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硚口区玉带一村21号（20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247号（169号）

硚口区玉带正街213-243-2-8-2

硚口区玉带一村167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65号

硚口区集贤村116号

玉带正街171号5层27-30室

清册地址为硚口区集贤村256-257（175）号（租约地址为集贤村256-257号）

清册地址为硚口区崇仁路 145-1.2 177-179 号（租约地址为崇仁路特 1 号

145-1号）

硚口区集贤村44-45-46号（原集贤村54号）

硚口区玉带一村133号（租约证地址）/玉带一村136号607（户籍地址）

硚政征补[2021]038号

硚政征补[2021]039号

硚政征补[2021]040号

硚政征补[2021]041号

硚政征补[2021]042号

硚政征补[2021]077号

硚政征补[2021]091号

硚政征补[2021]133号

硚政征补[2021]138号

硚政征补[2021]147号

硚政征补[2021]148号

辜荣华 42010******8203

鲁汉骏 42010******4203

刘春生 420104******12201X

赵文斌 420104******052054

叶先元 420102******061412

石芝（枝）香420104******172020

徐广林 420104******053055

闵轩（赣、干）南 居民身份证号不明

胡桂霞 420104******032023

李 枫 420104******212017

陈惠胜 420104******012048

序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登记的所有权人（或原公有房屋承租人）及身份证号 补偿决定书编号

公告
武昌区复兴路 17-10 号为紫阳房管所公房，承租户洪山

粮食局（粮机）多年未支付租金，现公告与该房屋有关系人在7
日内向我所主张权益。武汉市武昌区房地产公司紫阳房管所。

遗失声明 由武汉市世界城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
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和 2017 年 8 月 7 日开具给张志龙 2 张收
据。收据费用项目均为保证金，收据号为 1.1882664，金额：
17088元；2.0808026，金额：15000元，现声明作废。

声明 武汉市江汉区长红酒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2010330900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少林遗失武汉大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4月开具D306号商铺营保金1000元票据，声明作废。

声明 原 武 汉 市 第 二 十 三 初 级 中 学 ，法 人 证 号 为
12420105741401469H，不慎将单位公章遗失，现更名为武汉
市晴川初级中学，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张蝶，现经营金正茂·汉派服装总部2C-
005 商铺（旧商铺号 2C-6005），因个人原因商铺押金收据原
件遗失，收据号 0001762，现登报声明作废，所产生的一切经
济纠纷和法律责任与武汉正大兴商业营运有限公司和武汉
市鑫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关。

遗失声明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斌馨副食店遗失食品流通
许可证正本，编号：SP4201161150030406，作废。

公 告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 2017年 12月 1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书》（江汉房征决字[2017]第 4号），对清芬片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国有
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下列房屋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该项
目的征收范围内，现由于调查、走访、询问等各种方式，均无法与下列
被征收人取得联系，或被征收房屋登记产权人已故，现所有权人不明
确，特敦请下列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
利害关系人在看到本公告后，持身份证明和相关权属等证明材料，到
清芬片项目房屋征收现场项目部协谈征收补偿的有关事宜。

项目部地址：清芬二路52号
联系人：龚琦 联系电话：027-85661933
特此公告

武汉市崇安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产权人（承租人）
汪国华（故）
汪国鑫（故）
汪国斌（故）

汪国炎
陈静英（故）

地址

清芬路51号

清芬一路108号

地址

长堤街1281号

长堤街1283号

产权人（承租人）

胡天晴（故）

胡天晴（故）

武汉电德悦谷置业有限公司居住、社会福利项目
（电建·德商·洺悦天玺）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武汉电德悦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居住、社会福利

项目（电建·德商·洺悦天玺）位于神墩一路以南、神墩三路以
北、高科园路以东、高科园一路以西。项目用地性质为居住
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净用地面积为 49674.44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73026.63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为117499.04平方米，容
积率为 2.5，建筑密度为 17.59%，我局拟审批其规划方案，现
将规划方案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公示时间：2021年7月22日—2021年8月2日
二、公示网址：http://gtghj.wuhan.gov.cn/dhkf/（武汉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三、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

何意见或建议的，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反映。

1.电话：027—67880520 任工
2.信件寄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77 号武

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收）”（请注
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5

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1年7月22日

武汉汉萨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汉萨科技
高端设备机械手产业化基地（一期）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武汉汉萨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汉萨科技高端设备机械手产业化

基地（一期）项目位于佛祖岭三路以东、光谷三路以西，该项目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已通过报规方案审批。现因企业发展需要，建设
单位申请调整规划方案，调整内容包括重新设计 2#车间并取消 3#
车间、倒班楼、食堂、研发中心布置。调整后，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51505.25㎡，容积率为 2.17，建筑密度为 33.23%，绿地率为 11.32%，停
车位共计 363 辆。我办拟审批调整后的规划方案，依据《城乡规划
法》，现将调整的方案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公示网址：http://gtghj.wuhan.gov.cn/dhkf/（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规划局）

二、公示时间：2021年7月22日至7月31日，共10天
三、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规划方案有任何

意见或建议，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
业园建设服务中心反映。

1、联系电话：027-67886107 徐工 传真：027-67886116
2、信件寄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光谷软件园光

谷展示厅C栋二楼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请注
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430073

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
2021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