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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0日讯 从相遇
相知到分手重聚，志明和春娇
的爱情故事讲了8年。 昨日下
午，《春娇救志明》在长沙星美
影城超前点映，影片中，志明
和春娇就像两个熟悉的老朋
友，把他们八年恋爱后遇到的
“中年危机”、“干妈入宅”、“志
明低能”“三大危机” 娓娓道
来，现场观众坦言，“他们就是

我们真实爱情的模样。”
此外，“志明春娇”系列

除了温馨浪漫的情感细节和
鬼马逗趣的日常片段， 每一
部都会加入的恐怖元素也是
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
一。据了解，这部由彭浩翔编
剧执导，余文乐、杨千嬅领衔
主演的影片将于4月28日全
国公映。 ■记者 袁欣

湖南省“最美读书人”，“书香湖南”全民阅读征文大赛结果揭晓

读书让我在黑暗中活得更精彩

本报4月20日讯 今日上
午，2017年湖南省“扫黄打
非”新闻发布会在省会长沙举
行。2016年湖南“扫黄打非”
工作成效显著，在全国考评中
名列前茅。

2016年， 湖南全省共收
缴非法出版物105.8万件，查
办案件654起，检查机关批准
逮捕涉黄涉非案件51起80
人， 起诉涉黄涉非案件52件

92人， 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
25次，培训3800人次，处置网
络有害信息69725条，关闭违
法违规网站165�个，删除低俗
信息网页及链接36批次，3家
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被约谈。

2017年针对互联网已成
为“扫黄打非”主战场的新特
点， 湖南将以网上“扫黄打
非”为重点主战场，从严查办
大案要案。 ■记者 吴岱霞

湖南去年“扫黄打非”
共查办案件654起，关闭网站165�个

《春娇救志明》长沙点映
八年恋爱遭遇“三大危机”

4月20日下午，“书香湖
南. 阅读因你而美”2017年世
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在长沙举
行。活动对10名湖南“最美读
书人” 和5名湖南“最美读书
人”提名奖获奖者，以及“书香
湖南”全民阅读征文大赛获奖
者进行了表彰，并举行“书香
湖南”全民阅读学术成果分享
及“阅读因你而美”经典诵。活
动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主办，红网承办，湖南大学中
国全民阅读中心协办。

■记者 吴岱霞

在活动现场，记者采访了“最
美读书人”： 长沙市爱康残疾人就
业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德才， 他说：
“阅读让我在黑暗中活得更精彩。”

1997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夺去了他的双眼， 事故后，失
去眼睛这个事实和不能回到自己
心爱的教师岗位， 让他的情绪陷
入低迷，甚至一度有轻生的念头。
在亲情的鼓励下， 杨德才重新振
作起来。

而读书在慢慢改变他的生
活。不能教书得另谋生计，他决定
学习中医推拿，不能看书怎么办？
那就通过电脑有声书籍来学习。

而为了学会使用电脑他一共用坏
了七八个键盘。 最后通过刻苦学
习中医推拿理论、 经络腧穴学和
心理学等专业知识， 考取了高级
推拿按摩师资格和高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 而杨德才的读书不光在
网上，每天晚上6点至10点是他的
听新闻时间，《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今日关注》等栏目从不间断。
在他看来， 收听电视广播能保证
自己与时俱进，思想不会落后。后
来， 杨德才成立了德才青少年关
护中心。2004年，又组建了爱康残
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培训384
名残弱人士就业。

读书让我在黑暗中活得更精彩 湖南省“最美读书人”：
杨德才、汤彩霞、丁红波、谢
圣国、 邹秀玲、胡念、 魏启
用、梁盈琴、易春花、黄摩崖。

湖南省“最美读书人”
提名奖：吴小芳、邓何斯悠、
傅宏星、白赛宇、张明亮。

“书香湖南” 全民阅读
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稿件
250余篇，经初评、复评和专
家终评， 最终评出一等奖2
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
优秀奖10篇。

他们是最美读书人
阅读改变了杨德才的生活。

注销公告
湖南淏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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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顺基，电话 13873399533

注销公告
株洲市明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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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爱民，电话 18673333733

遗失声明
慈利县新强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6 月 7 号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821066395711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于 20
15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号为：G104306
8200030860L；另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557200
03086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医学会神舟医院遗失慈利
县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机构信用
代码证：M5143082100009400F，
声明作废。

◆唐宗玖（身份证号码 5222291965
02285814）现遗失恒基兆佳(湖
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三张(恒基凯
旋门 12 栋 801 号 ),分别为 :发票
代 码 243001301196, 票 号 20468
291,金额 100000 元 ;发票代
码 243001301217 票 号 20004958
,金额 274547 元 ;发票代码 2
43001301196,票号 20468275，
金额 10000 元,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宇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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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电话：15673177736

注销公告
长沙众悦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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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健龙，电话：17708458282遗失声明

长沙市闽商电梯有限公司遗失
由天心区工商局于 2015年 3 月
25 日换发的注册号为：43010
3000087387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科源建筑工程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由天心区工商局
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换发的注
册 号 为 ：430103000103737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兴桥烟叶专业
合作社遗失湖南省江华瑶族自
治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11 月 29 日颁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 05802109-0，
声明作废。

◆郭小倩，佘高英夫妇（之女余
小诗）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妇幼
保健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码：D430159354，声明作废。

◆邹争荣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 4301010000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叶明富冷鲜肉
店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永定分局 2016年 4月 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8026001610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曹晓春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芦淞分局 2009 年 6 月 2 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2036001243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熊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
城分局 2015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30122MA4L1D6J8E；
特此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
湖南吉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在三湘都市报 A8
版分类广告刊登的注销公告中，
联系人错写成：胡星晖，应为：
胡奥斯，特此声明更正。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指点通通信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陈正华，电话: 18073075678

注销公告
长沙市精诚模具厂（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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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果一，电话:13973138584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华瑞酒店遗失长
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
2600162708，声明作废。

◆廖文丹遗失长沙理工大学就业
协议书,编号 0171053601146,
特此声明。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饶城宇报
到证 201513635201481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目明尔来视力咨询服务部
不慎遗失由宁乡县玉潭管理所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430124600216334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各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恋影摄影工作室不
慎遗失由宁乡县玉潭管理所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430124600180805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各一本，声明作废。

◆余奕遗失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
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1265142015
000514及本科毕业证书 126511
2015050016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恒和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号 : 9143010276561471XR)
遗失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易新其遗失驾驶证，证号:43
01211972081925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县青洋湖枣树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社员会议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 日内向本社清算申报债权。
联系人：贺文娟 1387598831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邓伟遗失报
到证 031206506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明顺建材有限公司不慎
将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
定分局 2009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802000006297；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6918155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恒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11MA4L3X9QXU)
遗失湖南省增值税发票购领簿
一本;遗失湖南省增值税专用
发票废票一份,发票代码:4300
162130,发票号码 :02965971;
遗失湖南省增值税负数专用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300162
130,发票号码:02965968,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星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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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坤，电话 15200330557

遗失声明
武陵区周锋土鸡馆遗失常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分局 2012
年 4月 18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7026003272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诚鼎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00MA4L38087E，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单 7 份，印刷流水号：
246818、246823、353317、
355857-355860，声明作废。

◆杨吉恩(父亲:杨湘平，母亲:
邓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7122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觅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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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伟学，电话 13574845672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旺购营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楚雄 18216307700

◆肖欣月（母亲：刘印美，父亲：
肖旺）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27447），声明作废。

◆王雨燕（父亲：王宏坤，母亲：
吴佩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L43051658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国贵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法翠 13974453655

遗失声明
湘潭恒铠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湘潭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塘分局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30432565104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凯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7 年 3 月 2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5MA4L4Y
0B8K；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中邮华庭酒店有限公司遗
失在工商银行德山支行办理
开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80002063701，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G10430701
00206370S，声明作废。

◆赵浩杰（母亲：尹茜，父亲：赵
艳伟）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324795）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武陵区余家台饭庄公司
遗失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
陵分局 2015 年 5 月 28 日换发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70260
00252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湘隆机电消防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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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佑喜 13922319614

公 告
湘 AY4853 湖南宁乡花明公
路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卢
刚秋）：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
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
今未来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
已向你邮寄《行政处罚决定
书》因信件未收取退回，现我
局向你公告送达，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
取《行政处罚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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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1日

◆周嘉蕙（父亲：周望润，母亲：
李晓波）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K4307294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缴纳人为申金平的湖南开福万
达 C2 座 2904 室写字楼于 2016 年
4 月 5 号交纳：装修员工出入证
收据（WY1501205）金额 200
元及装修押金收据（WY1501
204）金额 6517.8 元遗失，
现声明作废。

◆胡钢遗失湖南省园林绿化企
业项目负责人证书，编号:2014
0107023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珊--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商
贸城遗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3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626
6002847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陵区文理文体鲜花店遗失常
德市武陵区国家税务局换发的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430702L747624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诺天广告材料经营部（
注册号 430102600433112）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长远铁路建机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9日换发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91430200790340869D,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卜岸辉 13907318630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产、电
站、农牧业、制造业、在扩建
工程等）轻松解决资金周转困
难。 高薪聘驻地商务代理
手机：15156515948 雷经理
邮箱：2385848166@qq.com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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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按不超过 13个字计）

注销公告
湖南鑫亚凯德投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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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胡惠，电话 1587315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