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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振兴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623000008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长沙尚邦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及法人私章吴舜，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66丧 177退休宽房独居经济优
征 66 下真心成家女 13308451267
美少妇 37经商富裕独住不谈婚姻
只 交 友 15574846589

交友择偶 13308451267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2012 年 3 月 25 日， 我局烟草
专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
门在衡阳市松木塘地段查获车
牌号为湘 N0B508 号货车运输
卷烟 2110 条，请当事人于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
理，逾期我局将依照《烟草专卖
行政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作
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湖南艾尔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地方税务局三分局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 证号 43010475064
2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长沙晶海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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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清算组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
新 建西路 1 号栋 1001 房，联系
人： 韩锋 ，电话 13077381103

注销公告

陈东强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026002972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丽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公 告

交友 联谊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廖怀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24198101127135声明作废。

真情求缘温柔女 28 岁为了能有美
好的未来特寻健康品正男圆梦通
话满意助你发展 18868951653亲谈

真心成家男 46岁丧偶独居稳健重
感情，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
贴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425123683本人

想家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
会持家，经商经济优，诚寻健康重
感情有家庭责任感男为伴， 贫富
地区不限 13723421722本人亲听

秦娟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430482198
709256525，声明作废。

妙龄女 30 岁 1.65 米高雅有气质为
了有个美好的家急寻健康男士来圆
梦 18705078615不嫌相貌贫富
温柔女阿玉 31 岁有气质丰满迷人
经济优诚寻异地品正男圆我美好的
心愿，有缘助你发展 15179372353
本人征婚： 诚意征婚男 47 岁丧偶
经济优真心寻重情顾家体贴媳妇儿
13113226188（可到你方买房落户）
男 53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寻觅重
情顾家传统善良孝顺女士为伴带老
人孩子均可 13418530777非诚勿扰

覃佳佳，430726198301120021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真情求缘：莉莉 28 岁美丽善良夫不
育无孩离寻知己男交往不嫌你 一
无所有给你幸福 18279326763本人
圆梦女 27 岁丰满迷人有女人味有
气质经济优寻品正健康男圆我心愿
有缘助发展 18270158450亲谈

真心寻缘阿红 27 岁柔美靓丽高雅
体贴经济优现寻异地健康男士圆我
梦有缘助发展 18270351340亲谈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

随和有涵养有责任感现经商收入
丰诚心找一位朴实贤惠体贴女为
伴有孩可 13760287043亲谈

女 27 嫁某老总家产过亿因夫先天
不育为继承寻诚实男共缘付订金
约通话满意见重谢 18270158421

张军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7507311510，声明作废。

杨琼燕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30000001954，声明作废。

陈贤瑾萱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4199603290660，声明作废。

刘佩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408032046，声明作废。

长沙鑫族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份， 发票号码
008299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智业明天图书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27722848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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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长沙中金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刘兴明) 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律师 调查

男 48岁丧偶退伍军人稳定收入重责
诚寻健康善良真诚女士为伴有老人
小孩可以一起生活 15815510311

本人征婚

湖南恒昌力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及法人私章（乔聪利）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华保险长沙中支公司农险部遗失
赔款 4 份，发票代码:243001001197，
流 水 号 为 30001680、30001681、
30001682、300016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淑娟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
码 654001198408082124声明作废。

湖南职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1
年 5月 3日核发的 4301030000614
68（2-1）S号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针对胶水中毒事件进行专项安全生产
检查。 截至3月26日，15人被刑事拘留，3000多
家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39人中毒，4例医治无效死亡
2012年2月底， 广州陆续发现39名皮具企

业的工人出现胶水中毒。
据介绍，这些中毒病例全部分布在白云区、

荔湾区38家用人单位（其中36家为无牌无证私
人小作坊）。30多例患者中，4例因医治无效死
亡，其他患者病情稳定，暂无生命危险。截至目
前，已有25例被确诊为职业病，其中24例为重
度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1例为轻度
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从1月30日开
始，广州市未发现新增1，2－二氯乙烷职业中毒
病例。

3000余家企业受到行政处罚
广州市从3月1日开始采取专项行动对以箱

包皮具制鞋企业为主的职业中毒隐患进行排
查。广州市安监局通报称，共抓获违法嫌疑人37
人，其中刑事拘留15人，包括工厂负责人3名、胶
水供应商工作人员8名、胶水制造商4人。质监部
门对129批次“三无”胶粘剂和不合格胶粘剂的
使用企业发出书面责令整改通知书。

据统计，截至3月26日，广州市安全生产委
员会共排查企业21008家， 其中3000余家企业
受到行政处罚。 工商管理部门发现储存或使用
有毒胶水的无证照经营户206户，取缔无证照经
营户325户，查封无证照经营场所100个。广州
市流动人员出租屋管理办查封226套非法办厂
的出租屋。

广州3000家企业
滥用“毒胶水”
抓获违法嫌疑人37人，刑拘15人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7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 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
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据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在记
者会上称，日本政府将钓鱼岛附近4个岛
屿中的“北小岛”登记为国有财产。

洪磊对此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
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
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都改
变不了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 中方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对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 ■据新华社

26日上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何事忠在宣传部长座谈会上指出，
宣传文化工作有其自身规律， 只有按照
规律办事，才能向着科学、健康、有序的
方向发展。比如“唱读讲传”，就要改进活
动方式，尽量减少集中性的舞台演出，坚
决避免运动式搞法，更加突出群众性、自
主性、经常性，让“唱读讲传”和丰富多彩
的群众文化活动真正热在基层。

重庆卫视部分节目26日晚进行调
整，晚间黄金时段恢复电视剧播出，日播
的《天天红歌会》改为周播，更名为《周末
红歌汇》，时长45分钟。自去年3月起，重
庆卫视宣布改版，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且
在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

2008年， 重庆市主要领导发出要在
中小学校大力普及红色经典歌曲的号
召，全市迅速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数据
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庆市共开展
“唱红歌”活动25万多场。

30多名来自鞋厂、 皮包厂的中毒者，
有4名来自湖南。他们的症状相似，目光呆
滞，大小便失禁，双手发抖，记忆模糊，被
确诊为二氯乙烷中毒。

范修文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
医生说他很幸运， 能在意识清醒的时候，
想到自己可能是胶水中毒，到医院检查救
治。治疗了一个多月，记忆力还没恢复。范
修文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鞋面刷胶水，这也
是他中毒的原因。

据了解， 最严重的中毒工人昏迷不
醒，醒了也答不上来“1+2等于几”，大小便
失禁，生活不能自理。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刘移
民解释，这是因为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受
了损伤。

湖南小伙儿梁坚几次让记者看他颤
抖的双手，虎口处还微微泛黄。他被诊
断为疑似胶水中毒。发病前，他在广州
市荔湾区的一家皮鞋厂打工，他略显
迟钝地想把二氯乙烷四个字写在
本子上，却写成了二氧化碳。

■据新华社、羊城晚报

二氯乙烷是胶水的主要成分。 二氯乙烷
为无色液体，有毒，具有潜在致癌性，可经呼
吸道、消化道及皮肤吸收，进入人体，引起中
毒，主要造成神经系统、肝脏和肾脏的损害，
还可引起中毒性脑病。

二氯乙烷曾用作麻醉剂，目前主要用作
化学合成原料、工业溶剂和胶黏剂，还用作
纺织、石油及电子工业的脱脂剂、汽油的防
爆剂、金属部件的清洁剂等。另外，还被广泛
应用于塑料玩具和电子元器件的黏合。

中毒者目光呆滞大小便失禁

30多名患者
4人来自湖南

胶水中含二氯乙烷，潜在致癌
重庆红歌“退烧”
电视台改版
减少“唱读讲传”集中性舞台演出
坚决避免运动式搞法

经中共中央批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徐松南调任中共
重庆市委委员、常委；重庆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陈存根不再担任中共重庆市委
常委职务。

3月26日召开的重庆市第122次常务
会，研究调整了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工
作分工。 市长黄奇帆主持市政府全面工
作。副市长何挺分管公安、国安、司法、信
访、政府维稳工作。 ■据重庆日报

人事调整

徐松南调任重庆市委常委
陈存根不再担任市委常委职务

日本将钓鱼岛附近“北
小岛”划为国有财产
我外交部：“非法”“无效”

中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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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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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现场直击

2月17日晚，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躺在病
床上两个多月的吴兵兵仍然不能自己解开衣服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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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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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