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6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个市场中，大批黄瓜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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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招客服专员、 广告业务员，欲

享受自由工作且愿挑战高薪者从速。

招

聘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招聘热线：

QQ：1486496459

84464501、15974200300

注销公告

湖南春华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经董事会决定注销， 同时成

立清算小组， 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与庄学农

先生联系。 电话：85471995

本人征婚男 49 岁， 退伍军

人， 丧偶经商多年， 收入稳

定，本人成熟稳重，诚寻一位

重情爱家的女士真心组成家

庭，本人亲谈 13510721196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遗失声明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办事处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新林大酒店实物资产及

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报纸）

受托， 我所发布新邵县新林大

酒店资产转让公告。 本次转让

的资产包括：53 亩出让地使用

权一宗，酒店主楼、办公楼、员

工宿舍及其配套设施各一栋，

别墅三栋， 总建筑面积近七万

平方米。 挂牌价 1.53亿元。

详情请登录： www.hnaee.com，

联系人： 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遗失声明

王晓菁遗失契税完税证（2010）

湘地契完№0000405344， 及税

收通用完契证（20091）湘地完

电№00452292原件，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1 年 4 月 7 日在

长沙市港岛路发现

一无名男尸。 40 岁

左右， 身高约 1.65

米，中等身材，上穿

灰色横条纹羊毛衫，

下穿黑色长裤，脚穿

平底帆布鞋，携带一

张 4 月 6 日从益阳

至郑州的普座火车票。 有知情者速

与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派出所联

系。 如在登报后 10日内无人认领，

公安机关将按程序处理尸体。

电话：0731-85566509

债权催收公告

株洲市祥瑞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依据拍卖法， 通过从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受让取得对醴陵市碳素厂等 23

户企业（债务企业名单附后）的

债权本金及利息共计 12000 万

元。 因债务已逾期，现予以公告

催收。请债务人及担保人依法向

我公司履行还款和担保义务。

注：1、债务人名称、借款本金余

额以借款合同（协议）或借据为准。

2、债务利息以国家规定计算为准。

3、联系人：杨女士 13077015538

株洲市祥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1年 6月 9日

1、醴陵市碳素厂

担保单位：醴陵市农行八里坳营业所

2、醴陵市南桥潼塘鞭炮烟花公司

3、醴陵市第二造纸厂

担保单位：醴陵市泗汾镇企业办

4、湖南省醴陵市沈潭陶瓷厂

5、醴陵市美田桥工业瓷总厂

6、醴陵市阀门厂

担保单位：醴陵市农行大障营业所

7、醴陵市贺家桥镇出口花炮厂

8、醴陵市汽车配件厂

9、醴陵市栗山坝塑料厂

10、醴陵市第一碳酸钙厂

11、醴陵市军山造纸厂

担保单位：醴陵市军山财税所

12、醴陵市孙家湾出口花炮厂

13、醴陵市嘉树水磨石厂

14、醴陵市第一铸钢厂

15、株洲市湘江铁厂

16、醴陵市马恋耐火材料总厂

17、醴陵市栗山坝湘山瓷厂

18、醴陵市大障镇福利造纸厂

19、醴陵市网型岭出口花炮厂

20、醴陵市国华瓷厂

21、株洲县水泥厂

22、株洲县昭陵造纸厂

担保单位：乡财税所

23、株洲市碳酸钙厂

担保单位：株洲县洲坪乡财税所

遗失声明

李朗（430381198709206526）遗

失湖南致盛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票据一张， 号码为 1010754，金

额为 325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

阳中心支公司遗失： 都邦关爱

卡（面值 120 元/份）：0900042406、

42012、42231，共计 3份，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1 年 5 月 25

日中午公安 110

医院 120 救助

了一名街头流

浪的危重病人，

送定点医院救

治，5 月 25 日下

午五时，该人因

抢救无效死亡。

死因，肝硬化引

发心肺衰竭。 死者生前自述叫

张华，男，63 岁常德石门县人，

经公安部门和我站查询，石门

县只有一个叫张华的人，48

岁。 现尚居住在石门。 故该死

者无法查明户籍，无法联系家属。

现登报寻找亲属，如有认识者

请速与我站工作人员联系，电

话 0731-84155110逾期无人认

领者我站将按照无名尸体处理。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分局朝阳街派出所

2011年 6月 9日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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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788

佘波 4301031981061110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范 智 遗 失 毕 业 证 ， 编 号 ：

124231200806000161，声明作废。

吴婷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31983031700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全盛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工商银行五一路分行印鉴的私

章“周刚印”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胡梦梅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1024198611102128，声明作废。

征婚女 36 岁，丧偶，经商多年，收

入稳定，现诚寻一位重情，有爱心

的男士为伴，有孩视亲生，真爱不

言贫富有缘请致电 13428908891

本人征婚：男 47岁丧偶稳健随

和有责任感， 经商多年经济优

诚觅一位温柔体贴爱家女士携

手一生， 有孩视亲生， 拒游戏

13631643001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男 49 岁丧偶，退伍

军人沉稳品貌端，现经商，盼望

真情诚觅一位善良重感情女士

重建幸福生活，有孩定当亲生，

免中介 13510981991亲征

曹宇 4302041976080430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琼 43012419731120532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女 29 嫁台富商夫因车祸导致不育心

急我寻品正男士保密 15979321464

遗失声明

长沙星球重型机械零部件厂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

J5510004092001，声明作废。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律师 调查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超低工商 82183090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工商代办 82284857

工商代办 82147786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本人男 46岁丧偶独居健康有修养

重感情，经商生活稳定，诚寻重情

爱家体贴孝顺女为伴， 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723772636亲谈

千里寻缘：刘晓雪 25岁高雅嫁港商

夫不育寻健康男圆我梦通话满意飞

你处有缘助发展 15216068501亲谈

真情求缘王丹 30 岁 1.65 温柔靓丽

嫁港商因夫不育为继承产业寻异地

健康男圆我母亲梦 18770336379

本人征婚男 49岁， 退伍军人，丧

偶自营生意，忠厚沉稳有责任心，

现诚寻一位善良重感情顾家的传

统女士为妻，可带老人小孩，本人

亲谈 13631630996非诚勿扰

钟琴 29 岁住上海夫港商因意外不

育寻健康男圆梦 15807035747亲谈

男 51 岁丧偶，公司法人，经济优，

真诚，诚寻一位自信，有品位重情

爱家的有缘人详询 13412424266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真诚求缘女

杨丹女 26 岁 1.65 丰满通情达理嫁港商

夫不育离寻健康男圆梦 18770337090

遗失声明

溆浦县伏水湾振兴煤矿遗失采

矿许可证正、 副本， 证号 ：

43000005207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美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5549181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水平日杂店肖水

平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43012430158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丰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3 月 2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0103471 的营业执照副

本（2-1）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陈桂华 43230219740819233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老酒铺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10 年 6 月 29 日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号：5576194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泉水羔羊火锅城

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2010 年 12 月 1 日核发的临时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

430103198510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地火音像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08 年 7 月 31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026001718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经济开发区诚和粮油贸易

有限公司根据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李

文武（18975062333），申报债权。

据媒体8日报道，肆虐欧洲的肠出血性

大肠杆菌疫情进一步蔓延至北美。 美国出

现多宗感染个案后，弗吉尼亚州一名2岁女

童5日死亡，是欧洲以外首次有人死于这种

致命病菌，全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出现全国首宗疑似

个案，染病男子春天曾赴德国，吃过当地的

沙拉，现已出院，但仍接受医院监控。

受污染泳池感染

美国当局在死亡的2岁女童身上发现

大肠杆菌0157：H7， 相信是由一个受污染

泳池感染得来，女童腹泻出血，当局称仍在

调查其死因。她的一名兄弟出现相同症状，

情况暂时不详。 田纳西州也出现多宗感染

个案，1名小孩留医、 另外7人情况良好。当

局称初步检查显示， 患者感染的是病情较

轻微的大肠杆菌。

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厅及长期治疗署

6日表示，该省多伦多西部皮尔区一男子染

病， 初步检验确定其体内病菌与欧洲爆发

的相同，最终结果还需数天才能知晓。该省

卫生厅正密切观察疫情发展， 要求所有医

疗单位一旦发现病例，而且病人曾赴德国，

必须立刻通报。 加拿大政府同时加强了对

生菜、黄瓜和西红柿等蔬菜的进口检疫。

德检测结果连环推翻

德国至今仍未查出疫情源头。 当局早

前怀疑当地一个有机农场的豆芽是元凶，

但初步检测结果否定此假设。 联邦风险评

估机构称，可能以后也不会找到源头。有学

者批评德国的检测多次自我推翻， 是“灾

难”；欧盟卫生专员达利也称德国不应发表

“草率”和“不准确”结论。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专家指出，食

物供应链相当复杂， 要追查污染源头十分

困难。 该专家表示， 随着受污染食品被弃

掉，工厂设备清洁消毒，重要证据会因此流

失。世卫传染病专家指出，如果当局未能在

一周内找到源头，便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欧盟商议向农民赔偿

欧洲大肠杆菌疫情已导致20多人丧

生，超过2400人染病。欧盟国家农业部长7

日在卢森堡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疫情，焦点

之一是农民赔偿方案。 欧盟农业专员乔洛

斯表示，建议赔偿农民1.5亿欧元，约占农民

损失的三成，但西班牙、法国等国都表示金

额不足，预计各方会就此角力。

疫情升级！“德国病菌”美国夺命

德国大肠杆菌疫情扩散至北美 美国多人感染，加拿大也现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日发表研

究报告称， 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监

管力度， 但美国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十分突

出，每年仍有数千万人因食品污染而患病。

该中心主任弗里登在报告中指出，根

据对全国各地的食品中毒病例报告统计，

美国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进食被污染的食

品而染病， 这相当于每6个美国人中约有1

人受被污染食品之害。

【报告提醒】

消费者应加强这些自我保护措施：切

生肉和熟肉的砧板要分开； 对肉类食品要

煮熟煮透；洗净蔬菜和瓜果；不要进食未经

消毒的牛奶、果汁或奶酪等。

■综合新华社

美每年约5000万人因受污染食品染病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些也门和美国

官员说， 萨利赫的伤势比预想严重，烧

伤面积占全身皮肤面积大约40％。另

外，他的头部和颈部也受了重伤，颅骨

内甚至出现出血迹象。报道还援引一位

也门外交官的话称，萨利赫需要数月的

时间才能康复。

而沙特一名官员8日表示， 萨利赫

目前“情况稳定”，外界关于其伤势比实

际严重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萨利赫

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希望看到

权力交接，所以编造了这些故事。一周

之内，（萨利赫）他肯定会回国。 ”

有分析师还称， 即使萨利赫回国，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也将大大削弱他对

也门的控制力，加速也门政权更迭。

同时， 也门政府军7日在南部阿比

扬省和第二大城市塔伊兹分别与宗教

极端武装和反政府部族武装激战，“基

地” 组织也门头目哈桑·阿基利在战斗

中被打死。

也门总统伤势比预想严重得多？

美加紧运作权力移交 支持者不信，称其一周内回国

连线

法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中东问题

专家梅尔梅认为，赴沙特疗伤的萨利赫

实际已成为人质， 沙特不会让其回国。

梅尔梅说：“首先，赴沙特后迫使萨利赫

交权比其被迫写退位信和逃跑显得不

那么羞辱。赴沙特还可以让他避免承认

失败，这一结果也让沙特满意，因此会

向其施压以令其接受这一解决危机的

计划”。 ■据新华社

也门总统已沦为人质？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