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天心
支行下列信用卡逾期客户，未
按时归还欠款。 请在公告见报
起 30 日内归还欠款。 否则，我
行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追
缴。 特此公告。 2017 年 6 月
14 日逾期客户名单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逾期金额
逾期期数如下：
田杰兵 43252419860914****
逾期金额 2529.9，逾期期数 46
瞿小军 43122219840104****
逾期金额 9684.18，逾期期数 43
杨志军 43032119811010****
逾期金额 10012.25，逾期期数 42
龙正坤 43012419791115****
逾期金额 6668.51，逾期期数 41
康 忠 43252419870722****
逾期金额 9423.66，逾期期数 41
刘海波 43072119780106****
逾期金额 8905.67，逾期期数 40
王 军 43011119790115****
逾期金额 15115.67，逾期期数 39
付 杰 43052119921105****
逾期金额 4050.82，逾期期数 39
刘小玲 43072519890628****
逾期金额 5114.6，逾期期数 39
姚 伟 43010419690527****
逾期金额 7458.5，逾期期数 38
肖雪连 43250319890206****
逾期金额 603.84，逾期期数 38
柳 娟 43012119760804****
逾期金额 126037.79，逾期期数 31
肖 峰 43011119780325****
逾期金额 128707.89，逾期期数 3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非凡美甲店遗失
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2010
年 5 月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430121197901221222，
声明作废。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 现将本项
目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本项目为株洲-
醴陵成品油管道建设项目。 管
道起于湖南省株洲节点站，终
点为湘赣省界，沿途经株洲、湘
潭和长沙市等地。
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中国
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联系人： 杨工 电话：13607267941，
环评单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
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
郭工，电话：027-87317492，
传真：027-87811626
邮箱地址：402596565@qq.com
三、注意事项及公参方式
公参范围： 项目沿线居民和企
事业单位。 提意见起止时间：公
告发布之日起 10 天内。
公参方式：以电话、信函、传真
或电邮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公司提交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华中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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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超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100000182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文世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09
994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百年佳和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年 3月 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281000030982，声明作废。

◆潘冰晨（父亲：潘泽，母亲：
杨艳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3888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点金圣手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0355520507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花印化妆品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为 ：
4301936000717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印
之花化妆品店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为：4301936000920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佳兴摩托车经营店遗失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
一份 ，代码 :143001520660,号
码:004718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高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
申报债权。 联系人:贺仪和，联
系电话:13510951998。

注销公告
湖南湘宝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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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电话：15874128300

注销公告
永兴县钜能五金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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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以兵，电话：13903030382

遗失声明
长沙格华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
083599708J)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长沙优而美服饰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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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丹，电话 18874919390

注销公告
长沙詹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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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友瑶，电话 18390563793

注销公告
长沙潭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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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婷，电话 18873270525

注销公告
湖南领航者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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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婷，18142611506

注销公告
慈利县集中村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业坤 电话:13574482439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天天发酒类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l/2)，注册号：430102
6006192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殡葬管理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24306234488142
56W），遗失公章一枚（公章
编码 43062300076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民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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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锦，电话 13874949262

清算公告
湖南福湘健铭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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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飞 1370740845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鱼琪灵钓具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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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克建 电话:1877300188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友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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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迈军 电话:13873025176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省家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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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电话:18873051118

注销公告
花垣县湘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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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瑶 13574391025

遗失声明
花垣县湘吉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花垣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 年 6 月 2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31240000085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奥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由宁乡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 号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一份，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24687430
05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茅屋黑山羊饭店
遗失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税控
发票 1 卷，发票号 16196001 至
16196050，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卫城药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建新 15007426817

遗失声明
资兴云联房产销售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资兴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1081MA4L747P1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云联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资兴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81MA4L747B7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哲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岳阳楼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602559541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东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2
079188068Y，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荷塘区嘉慧建材加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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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强，电话：15173330258

公 告
湘 A9J79L 龙吉良、湘 HM1158
刘涛、湘 H1F072 李斌、湘 F6Y
087 李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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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扣
押期限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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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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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7 日

遗失声明
花垣县卫城药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花垣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1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31
24NA000168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壹品嘉裕置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周志军 电话:13922308643

遗失声明
安化县小淹镇滩头页岩红砖厂
遗失安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3 年 11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0923000
0252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元区佐塘虾城公司遗失株洲
市天元区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7
月 8 日核发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2041994050420
15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创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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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红 电话:18873003330

注销声明
湖南省嘉年华旅游客运有限公
司湘 A15232 道路运输证湘交
运管长字 430100000945 注销，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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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限 13个 6号字）

◆邱理玉遗失邵阳学院路桥专
业报到证,证号:2017105472016
64，声明原证作废。

◆伍斌晖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 43252419880111
5112，声明作废。

◆胡凌锋（父亲：胡柏青，母亲：
肖群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52871，声明作废。

◆梁梓轩（父亲:梁国强，母亲:
章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73656，声明作废。

◆吴嘉豪（父亲：吴勇，母亲：
尹友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386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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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本身双耳失聪， 我跟
他们命运相连。”在特教学校里，陈
红喜望着一群残疾孩子说。他们有
的被父母遗弃，有的家庭贫困且父
母也是残疾人，有的孩子兼具双重
残疾……

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 陈红喜
申请到了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任教。
20年来， 陈红喜用自己的爱心给这
些弱势的群体一个幸福的家园。

陈红喜的食指上有一个伤疤。
20年前， 他到特教学校任教第一
天，两个聋哑学生为了学习用具打
起架来。陈红喜急忙上去将两人拉
开，其中一位张开嘴就咬陈红喜的
食指，咬得他手指鲜血淋漓。

最后还是一个老教师有经验，
挠那孩子的痒痒，孩子张嘴一笑，陈
红喜才好不容易获得了“解救”，但是
疤痕永远留在了陈红喜的手上。

陈红喜说，残疾孩子有两个极
端，一种非常自卑，有了想法躲在
自己的世界不愿与他人交流；另一
种孩子过分的自我保护，会通过打
你、咬你宣泄自己的情感。

“我最怕的就是和孩子们捉迷
藏。”有一次，陈红喜正在吃晚饭，
学校老师告诉他， 一位同学不见

了，心急如焚的他放下碗筷就加入
到寻找的行列，把学校的教学楼上
上下下找了六遍都不见孩子的身
影，只能叫来警察帮忙。终于，在学
校图书室的一个小方桌子底下找
到了孩子。

年轻时陈红喜双耳失聪，放弃
了喜欢的音乐。 为缓解生活的痛
苦 ， 他找到了人生中惟一的慰
藉———漫画，“我要当个漫画家”的
希望在他心中悄然萌芽。

陈红喜凭着网络平台和自己
不懈努力，稿件从最初的无人问津
到供不应求，作品发表后深受儿童
读者欢迎，成为业界小有名气的儿
童漫画家。

成名之后，陈红喜创办了趣趣
荐稿网，为全国的漫画作者提供了
一个展示的平台。但他始终忘不了
早年之痛， 心中始终有一个情结：
应该为残疾人做点事情。

在安乡特殊教育学校，美术教
学条件欠缺，专门的美术教室都没
有，陈红喜只能带着美术组的孩子
四处“打游击”。在他和孩子们的坚
持下，学生的美术能力得到了社会
的认可。仅一年时间，孩子们的作品
不仅在各级竞赛中获奖，还在《学习
报》、《红领巾报》 等20多家报刊杂
志发表。在网络义卖中，孩子们的作
品被多位爱心网友抢购、收藏。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郑琪琪 苏雨

本报6月16日讯 “不
要拉我，我要从这里下去。”
6月15日下午4点，湘雅医院
门诊一楼就医指导站的导
诊护士黄艳、李莹突然听到
一阵不寻常的喧哗。出于职
业敏感性，两人循声跑去。

在医院门诊一楼至负
一楼扶梯旁，一名约40多岁
的女患者一只脚已跨在了
栏杆外，两只手紧紧地抓住
栏杆边缘， 试图跳下去。眼
看旁边一个柔弱的年轻姑
娘已经拉不住了，两人立即

上前拉住患者，紧急通知保
安到位。

路过的外勤人员也来
帮忙，患者奋力反抗，咬向
了黄艳的手背，黄艳忍住疼
痛，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把
患者从栏杆上救了下来。

据悉，这名患者因头晕在
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求医，头部
初步的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
正常。走到大厅时，她却突然
出现了异常情况。

■记者 李琪
通讯员李莹许景灿廖伟锋

特教老师坚守20年，把爱画进无声世界
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情结：应该为残疾人做点事

这是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陈红喜老师近照，后面就是孩子们在他教导下
画的漫画。 通讯员 摄

本报6月16日讯 6月
15日凌晨， 长沙宁乡县城
郊发生一起因交通事故纠
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案，犯罪嫌疑人谢某清作
案后驾驶车辆先后窜逃至
湘乡、 双峰等地。 在宁乡
县、 双峰县警方的联合追
捕中， 谢某清拒捕并在车
内畏罪自杀。

犯罪嫌疑人谢某清（男，

33岁，宁乡人）作案后驾车逃
离， 驾驶车辆沿国道320逃
跑。8时50分， 民警在双峰县
城灯塔地段将嫌疑车辆逼
停。巡特警持枪包围，嫌疑人
拒不下车并持匕首对峙，民
警鸣枪警告， 嫌疑人持匕首
自杀身亡。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樊华

患者欲跳楼 护士救人被咬伤

男子伤人致死驾车逃逸
被堵截后畏罪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