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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罗虹：因公司实施企业改制，
改制后你的养老保险金个人
部分经公司多次催缴，至今未
果。 请你于公告之日起 15 日
内到公司缴纳养老保险金个人
承担部分 14561.22 元。 逾期
未缴，相关后果及责任按国家
有关政策规定办。 联系人：张
绍华，电话：13507304028
湖南省国营钱粮湖物资公司

注销公告
岳阳泰和旅行社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306010000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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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昱 电话：13975010828

注销公告
长沙强强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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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新华，电话 13641758488

注销公告
长沙汇德电气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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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磊，电话 18873101166

遗失声明
长沙鼎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325653421R）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
号码 20754399，声明作废。

◆冷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91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朝晖空间设计顾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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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辉 电话：1387486260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大兴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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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杨波，电话:18173006666

蓝山县不动产遗失公告
编号： 蓝不动产补字（2017）第
0010 号彭造刚遗失坐落于蓝山
县塔峰镇马道脚二市场的土地
证，面积 164.4m2，证号：蓝国用
（2002）字第 237 号，声明作废。

蓝山县国土资源局

注销公告
永州精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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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琨，电话 13974626630

遗失声明
靖州县甘棠加油站遗失湖南省
怀化市靖州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39728590-4，声明作废。

◆王艺达（父亲：王忠化，母亲：
王晓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1077910，声明作废。

◆孟芝绮（父亲：孟华智，母亲：陈
小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K430852009，声明作废。

◆朱崇君（父亲：朱绩林，母亲：
周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465072，声明作废。

◆江佳旺（父亲：江放兵，母亲：
王晓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11691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罗生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湖分局 2017 年 5 月 27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302600209058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君山区东陵草根堂大药房
(普通合伙) 经 合伙人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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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琼 13397470877

◆长沙师范学院林颖诗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6138063019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向玉春 --永定区官黎坪（四
公司门面）遗失张家界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04 年 1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8023150103，声明作废。

◆龙谭惠于 2017 年 8 月遗失初
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不祥，身份证号码 430223
199410088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雨口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1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1139584088XL；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58
31202；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
43011102583120A 及公章；声明作废。

◆李晟哲（父亲：李建武，母亲：
谢伟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378987，声明作废。

◆梁若萱（父亲:梁文，母亲 :
张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63246，声明作废。

◆唐专博（父亲：唐民，母亲：
刘园园）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341509，声明作废。

◆周明珠（父亲：周良军，母亲：
朱艳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275951，声明作废。

◆任孜萱（父亲：任术，母亲：
谭素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139761，声明作废。

◆陈雅琪(父亲：陈杰，母亲：刘
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6760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荣春香遗失岳阳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8 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216001834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武陵生态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永顺县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31275702711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道合餐馆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代码 4300162320，号码：0125
63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金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湖分
局 2016 年 12 月 2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证号 91431002MA4
L9M40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佳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8 月 28 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11
0001733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慈刚--张家界市永定区邢
家巷 (原造纸厂 )遗失张家界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
07 年 9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80260
0002176，声明作废。

◆杨艳枚遗失护士资格证，身
份证号：43042619881205772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军叶水果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7 年 6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2MA4LQRQC2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团队境内旅游合同，
编 号 为 :CS1603801 -CS1603
825;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编号
为:CJ1600701-CJ160072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磊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记
账联）1 份，代码 4300144130，
号码 004079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沉香鸽家菜馆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
号 4301046002569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宇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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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龙，电话 1501076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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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新华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遗失
收据 8 份，红章 8 份，号码如下：
保单号 发票 正本
887544543613、9003000000000
4337632、061700000226395558。
887544711350、9003000000000
4337656、061700000226419998。
887544723546、9003000000000
4337654、061700000226417368。
887544728358、9003000000000
4337642、061700000226405688。
887544731788、9003000000000
4337655、061700000226418158。
887544733537、9003000000000
4337641、061700000226404058。
887544741720、9003000000000
4337635、061700000226398018。
887544744021、9003000000000
4337639、061700000226402818。
特此声明作废。
以上单证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失效。

◆唐俊（父亲：唐艳强，母亲：陈晓
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K431074099，声明作废。

◆刘建军遗失安全生产考核 C
证，430502197204081538，湘建安
C2(2011)150002121，声明作废。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58 号申请人刘柳明与你之间
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58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60 号申请人张莹与你之间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60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62 号申请人聂勇与你之间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62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64 号申请人吴建斌与你之间
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64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65 号申请人王鹏、高敬艳与你
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仲
裁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 长仲裁字第 1565 号裁决
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
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66 号申请人杨华与你之间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66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彬：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1559 号申请人左一菡与你之间
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长仲裁字第 1559 号裁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
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话：0731-84413261。

注销公告
湖南鑫久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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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朝辉 电话：13874862600

注销公告
湖南二十四道菜餐饮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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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欣，电话 18073185019

注销公告
花垣县丰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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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军，电话 18074311207

注销公告
祁阳县新源金银花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海军，电话 13874655575

本报8月16日讯 “教学楼
主体已完工， 正在做室外附属
工程。”今天，记者从雨花区教
育局了解到， 该区砂子塘小学
第六都校区、枫树山莲湖小学、
和平小学等5所新建、改扩建项
目，已经完成教学楼主体建设，
正在抓紧室外附属工程的施
工，确保今年秋季投入使用，届
时将新增8300多个学位。

今天上午， 记者在砂子塘

小学第六都校区看到， 学校教学
楼和室外附属工程均已完成主体
施工，“今年秋季开学， 肯定会按
期投入使用。”现场一名施工人员
告诉记者。

雨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砂子塘小学第六都校区、枫树
山莲湖小学、枫树山美联小学、长
郡雨外洪塘学校（九年一贯制学
校）均属于新建项目，而和平小学
则属于扩建项目，新增24个班，增

加学位1080个，“5所学校投入使
用后，可新增8300余个学位。”

记者还了解到， 为确保这5
所学校秋季如期开学，雨花区建
立了现场施工技术问题会商例
会，通过每周的例会，及时有效
地解决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技术
问题，不断提升项目质量，打造
精品工程。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杨娜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发明协会获悉，在
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
奖上，湖南省代表团摘得了2金
2银7铜和1项创意奖。 其中，废
旧塑料瓶形变处理装置和数控
液压升降跳高装置获得金奖。

满大街都是废旧塑料瓶，
怎么更方便地回收？ 来自长沙
雅礼中学的周逸航经过近一年
的努力，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
完成了“废旧塑料瓶形变处理
装置” 这项发明。 根据他的发
明成果， 人们在将塑料瓶丢入
垃圾桶时， 智能化处理装置就
会通过传感器感应并发出美妙
的音乐，而挤压成型后的塑料瓶
会自动掉入垃圾收集箱；当收集
箱内塑料瓶已满时，传感器会通
过APP信号发送信息到工作人
员的手机上，告知几号垃圾箱要
去收集了，相当智能化。

来自长沙市稻田中学的柳
泓羽和明德中学的王哲宇发
现，运动比赛的跳高项目中，高
度测定都是人为手动操作的，
精度很难达到要求； 同时参赛
者在越过横杆时， 还有会压断

横杆、 刮伤身体的可能。 两个
小创客发明的数控液压升降跳
高装置， 由无线遥控发出某一
高度指令，磁性探头进行传感，
经微电脑控制仪进行数码处
理， 控制油压泵两个电磁阀的
通断， 通过平衡阀来控制进入
两油缸油量相同， 从而驱动缸
内活塞杆上升或下降到一定高
度，操作方便；运用红外线测距
仪确定杆的高度，精确无误。

在长沙市天心区沙湖桥小
学就读的张荣景今年只有9岁，
是湖南省本届参赛年纪最小的
选手。 他发明的汽车车轮松动
报警器夺得了此次发明奖银
奖。据了解，有一次他和奶奶一
起看新闻， 说的是一辆公交车
左侧车轮脱落， 刚好停靠路边
的面包车尾部被击中， 砸出脸
盆大小的凹陷。张荣景就想，要
是在汽车上安装一个轮胎螺丝
松动报警器不就解决问题了
么？后来，在家长、老师的指导
和帮助下，他先做模型，又经过
多次改进， 终于制作出了汽车
车轮松动报警器， 并且达到了
预想效果。 ■记者 李琪

用手机指令回收废塑料瓶 以数控液压装置升降跳高横杆

宋庆龄少儿发明奖我省夺两金

雨花区5所小学今秋投入使用，新增学位8300余个

8月16日， 长沙市雨
花非遗馆， 几名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学习竹编。今
年暑假以来， 该馆研学基
地推出竹编、造纸、香道、
茶道等26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验项目， 以丰富中
小学生的假期生活， 让他
们了解和体验中国传统文
化。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金阳 摄影报道

学生暑假
体验传统文化

———创新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