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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跃春遗失岗位资格证，证号
43161010006945，特此声明。

◆俞慧菊遗失岗位资格证，证号
43161060003296，特此声明。

◆罗平遗失岗位资格证，证号：
4316101000693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航添汽车修理厂
遗失岳麓区望城坡国税局核发
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111197209236919，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本公司于 2016年 7 月 6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业务发展，经股东会决
定本公司不再注销，继续营业，
并解散公司清算组。 特登报声
明 2016 年 7 月 14 日在《三
湘都市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作废。
长沙中特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翔，电话：13574865265

公 告
湘 F6J858 华容约租汽车租凭有
限公司（驾驶员：张劲）：
因你驾驶车辆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请你于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
处罚事前告知书》、《延长扣押期
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
花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 年 3月 11日

郑重声明
为推进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经建投公司”）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实现市场化经营，经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研究决定，现撤销经建
投公司承担的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职能。 经建投公司承担的地
方政府债务已纳入宁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园区财政预算，并得
到妥善处置。 特此公告。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1月 10日

◆朱赛男(父朱中林、母黄慧)遗失
出生证 D4303022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和汇绿源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
人:熊赛君,电话 18153308877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二楼 45 号
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国税局核发的
国税证正、副本，税号：430219
1982041333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二楼 45 号
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税局核发的
地税证正、副本税号：43020419
760615001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黄丰桥镇荒塘冲煤矿不慎
遗失 (湖南省探矿权采矿权使
用费和价款专用收款收据三张，
收据编号分别为：0010040；
0010041；0010042，金额分别
为：140000；90000；83000，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时燕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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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华，电话 15173376999

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房地
产、矿业、新能源、农牧林、
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8255111897万经理
邮箱 18255111897@163.com

安徽久昌投资
广告信息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御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22MA4L3Y
8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联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6年 12月 3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
MA4LA02B0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花甲牲猪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0年 2月 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224NA
00001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东乡胡记饭铺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代码 4300164320，号码 212157
21、112927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锐点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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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鲜平 电话：13874904550

◆曹欢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为
430122005740，特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玺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 年 11 月 19 日换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 4301020000622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好望达安全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车牌号湘 A7413 挂道路运
输证，证号 430100202148，
声明作废。

◆段宗科、苏俭华遗失长沙市地
方税务局开具的税收缴款书，
房屋座落:开福区山语城 3 期
9 栋 2004. 金 额 :8963.16 编
号:000077068，声明作废。

◆段宗科遗失湖南中国铁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南省
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专用收据一
张。 房屋座落 :开福区山语城
3 期 9 栋 2004.编码 00032381
89 金额 13367.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懿遗失由湖南省宁乡县交通
运输管理所于 2010年 2月 5 日
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
本，证号：4301240022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光圈视觉广告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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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瑛，0731-85410633。

遗失声明
长沙俊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430104000011449)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鸿茂印刷厂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03 年
4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31000315，声明作废。

◆王宇棋遗失湖南商学院 2015
届行政管理专业报到证。 证号：
（湘教高）毕字第 201510554
202426 号，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省朝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下列注册建造师证件：李
永 国（430304197510262056）、
证书编号 00096002；秦为兴
（430121196411101717）、证
书编号 00137380；张巍（4301
23197601205012）、 证 书 编 号
00110544； 夏 卫 国（43050219
6512152516）、证书编号 0010
3592； 何 山 军（430722198105
094772）、证书编号 00000435；
姚伍洲（430725198108246793）、
证书编号 000004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依米缘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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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军，电话 15073322888

◆毛金铃遗失湖南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证书编号 :13033
1200806051077，特此声明作废。 ◆肖安利遗失二级注册建造师证

书，注册号：湘 243161648282，
声明作废。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为提高孕产妇产前筛查率，降
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阻断罕见病，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和湖南省财政厅
日前联合制定了《湖南省2017年孕
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工作方案》，到今
年下半年， 预计将为60万孕产妇免
费提供产前筛查。 方案将在全省14
个市州123个县市区实施。

这些人可免费进行产前筛查

根据新出台的《湖南省2017年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工作方案》，只
要符合生育政策， 且夫妇至少一方
具有湖南地区户籍或夫妇双方非湖
南地区户籍但在本地区居住半年以
上的都可以参加免费产前筛查。

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服
务对象可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户
籍所在地（流动人口到现居住地）的
免费产前筛查医疗保健机构接受服
务。项目包括血液标本采集、临床实
验室检查 (β-HCG、AFP二联筛
查)、风险评估与遗传咨询指导等。

据悉， 产前筛查经费结算标准
为140元/人， 由省财政和市县财政
共同分担。

湖南罕见病患者达20万

要不是坐在病床上，4岁的浏
阳男孩庆庆从外表看不出任何问
题。但是，庆庆出生以来就特别怕
光， 他的眉毛随着年龄的增长，变
得越来越白。医生说，男婴患的是
一种罕见的白化病，属先天性遗传
病。八成以上的儿童罕见病“祸”起
基因异常， 如果父母做了产前筛
查，基本可以提前发现。湖南省人
民医院妇产科专家李喆介绍，目前
已知的罕见病已超过7000种，湖南
的罕见病患者已达20万人。医生认
为， 要降低罕见病患儿的出生，孕
前筛查十分重要，大多数罕见病是
可以进行有效预防的。

■记者 刘璋景

本报3月10日讯 即将进
入招生季，省教育厅日前下发相
关通知，给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
的招生工作戴上“紧箍咒”。

违规招生将取消单招资格

高职院校单招将于3月20
日开始报名。 省教育厅要求，
单招考点按国家考试要求进行
设置和管理， 原则上只设在招
生高校校内。 要专门建立面试
或技能考核工作机制。 各高校
要严格按照本校单独招生章程
中公布的录取规则决定考生是
否录取以及所录取的专业，同
时负责对已报名但未被录取考
生的解释。

各高校纪检监察部门要加
强对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监督
检查， 将建立违规违纪学校黑
名单制度， 对出现违规违纪招
生的学校和个人， 一经发现将
予以严肃处理， 视情节给予违
规违纪学校黄牌警告、 缩减单

招规模、取消单招资格的处理，并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不得擅自跨省招生

为规范中职学校招生行为，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州教育（体）局
报送2017年中职学校跨省招生计
划， 凡申请跨省招生的学校必须
办学行为规范， 具备一定的办学
条件、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

各校申报的跨省招生计划数
应包含在本校全年招生总计划中。
所发布的招生广告须经所在市州
教育局审批，严禁招收初中在校学
生，严禁进行虚假招生宣传，严禁
有偿招生。 参加东西部联合招生
合作办学的学校，须将合作协议和
合作学校背景资料于3月底以前
报合作学校双方所在市州教育局
审核、所在省教育厅备案，否则其
合作办学行为不予认可， 不得办
理相关学籍注册手续， 且严禁联
合举办医药卫生类、教育类等国家
控制专业。 ■记者 黄京

本报3月10日讯 今天，
2017年湖南省、市（州）教育基
金会公益项目座谈会在长沙召
开，会议透露，全省2017年公益
项目活动总支出计划为2747万
元，将围绕“爱烛行动”、“育才
行动”、“e校计划” 三大公益项
目开展十一项公益活动。 其中
“爱烛行动” 今年计划救助800
名教师， 资助对象为患重大疾
病、负债达5万元以上生活特别
困难和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
害损失巨大的本省各级各类学

校的特困教师。 经审批通过的特
困教师， 由省教育基金会一次性
救助，标准为1万元/人。

省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唐晓宝
介绍，2016年全省三级教育基金
会共募集资金5.73亿元， 全省三
级教育基金总量达18.56亿元。全
年对7.26万名教师、11.61万名学
生进行救助、资助和奖励；对340
所学校进行扶助和支持； 用于服
务教育的经费总计达3.39亿元，
惠及师生近40万人。■记者 黄京

吴虹漫 实习生 陆艳萍

我省为60万孕产妇免费提供产前筛查
条件：夫妇至少一方具有湖南户籍或双方在本地区居住半年以上

今年， 我省将在全省
14个市州123个县市区全
面实施“计划生育爱心助
孕特别行动”。该行动将建
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再生
育免费援助制度， 让每一
个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都能
享受到免费助孕服务，目
标人群覆盖率达 90%以
上。 爱心助孕特别行动方
案规定： 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者均可享受该项服务：

现无存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 夫妇一方为湖南省
户籍， 且女方年龄在49周岁
以下； 经诊断符合不孕不育
症治疗条件。

符合条件的援助对象爱
心助孕补助费用由省级财政
承担。其中，人工授精助孕(含
术前常规检查费)6000元/周
期/对夫妇;试管婴儿助孕(含
术前常规检查和解冻周期助
孕费)42000元/对夫妇。

提醒 患上这些疾病，最好不要怀孕
产科专家介绍，孕前检查不仅是对宝宝负责，也是对自

身负责。如果母体患有某些比较严重的全身性疾病，如肝脏
病、肾脏病、心脏病等，会影响到胎儿的生长发育，还会造成
流产、早产或胎儿畸形。此外。怀孕也会影响母体疾病的痊
愈，甚至加重病情。

医生表示，假如被诊断的人不能怀孕，那么最好就不要
怀，否则很可能发生意外。此外，还有些疾病在没有治愈的
情况下，也不能怀孕，所以怀孕前最好进行相关筛查。

相关新闻

爱心助孕让特殊家庭重拾希望

中职学校不得擅自跨省招生
高职单招违规将被追责

教育基金今年投2747万资助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