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5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里江
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将在午门展厅和东西雁翅楼开展。展览
以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中心，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
山水画的发展脉络。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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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锐锋涉嫌受贿
被立案侦查

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 该院日前对原深圳市委常
委、深圳市副市长吕锐锋（副厅级）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
行中。

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还对吕
锐锋涉嫌受贿罪案的共犯吴春梅补
充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国内共享单车
已带动10万人就业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
中心9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第七届
中国智慧城市博览会上发布了《共
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报告》， 报告
指出，到2017年7月，国内共享单车
累计投放量约1600万辆，带动10万
人就业。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共享单车
全行业日订单5000万单左右。平均
每辆共享单车的骑行频次超过3
次，达到3.125次。从需求方面看，到
2017年6月， 国内共享单车用户规
模达到 1.06亿， 占全国网民的
14.11%。 ■均据新华社

记者11日从陕西省榆林市
委宣传部了解到， 根据绥德
“8·31”孕妇坠楼事件调查处置
领导小组的调查， 榆林市卫计
局于10日晚决定： 对榆林市第
一医院绥德院区主要负责人和
妇产科主任停职， 并责成医院
即刻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
薄弱环节进行整改。

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展开调查

8月31日，绥德孕妇马某在
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妇产
科二病区待产期间坠楼身亡。
事件发生后，榆林市委、市政府
和陕西省卫计委高度重视，成
立了榆林市绥德“8·31”孕妇坠
楼事件调查处置领导小组，在
初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于9月
7日晚对外公布了孕妇坠楼事
件初步调查结果。

随即，榆林市卫计、公安部
门又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
坠楼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
组认为， 医院产房结构及其防
护符合公共场所安全和消防要
求， 医院对孕妇的检查结果符
合自然分娩规律指征， 并履行
了常规告知、 家属签字同意选
择自然分娩的相关手续， 医院
急诊科在孕妇坠楼后的抢救措

施符合诊疗规范。

医院在管理上存在疏漏

经过认真分析， 调查组认
为这次孕妇坠楼事件， 主观上
反映出医院对孕妇的人文关怀
和周到服务不够， 客观上也反
映出了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一定
的疏漏，主要有：一是未能落实
紧急情况下人员调配制度，医
护人员的配备不能满足紧急情
况下工作需要； 二是监护存在
漏洞， 医护人员对孕妇观察不
够细致，病程记录不够完整，对
孕妇的整体评估不够全面，与
患者沟通交流不够； 三是医疗
安全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如
门禁制度、 患者安全管理制度
和孕妇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

为了强化医院管理，10日
晚， 榆林市卫计局决定对榆林
一院绥德院区主要负责人和妇
产科主任停职， 责成医院即刻
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
整改。

同时， 榆林市将本着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处
理坠楼事件的善后事宜， 精心
做好家属心理安抚等工作，对
坠亡事件依法、依规、依纪进行
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

师资良莠不齐，是不少学
生与家长对民办辅导机构心
存顾虑的重要原因。为推动我
国民办辅导机构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11日， 中国教育学会
为首批121名通过辅导机构教
师专业水平等级认证的高级
教师颁发证书。这是辅导教育
行业首次采用统一标准对机
构教师的专业水平进行评定。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
介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基于互联网的新教育教学模式
不断地发展， 都使得辅导机构
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
多方协商共同制定标准并开展
资质认证水平评估，对于提高我
国民办辅导机构教师队伍的质
量有着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久华钢材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1 年 6 月 15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11600348029，另遗失公
章、 财务章、 私章各 1 枚（税号
432501198902247013），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肖宇翔遗失毕业证，证
号：105361200605012741，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肖宇翔遗失学位证，
证号：1053642006005377,声明作废。

耒阳太平（二期）风电场工程
位于湖南省耒阳市亮源乡和导
子乡，项目主要包括：布置 23 台
2.0MW 的风力发电机(其中 3 台
限发 2MW)，总装机容量 50MW；
新建 110kV 升压站一处，占地约
5000m2；进场改造道路长度约
17.31km， 场 内 新 建 道 路 长 度
约 23.54km， 场内改造道路长
度约 4.14km；采用直埋电缆方
式敷设集电线路 32.1km。 项目
总占地约 45.5hm2，总工期 12 个
月。 项目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
限公司编制《耒阳太平（二期）
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现向公众征求意见，具体内容
请登录耒阳市政府网站查阅。
联系电话：15000109139
邮箱：846967643@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耒阳太平风电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2日

耒阳太平（二期）风
电场工程环境影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遗失声明
汝城县万家惠农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
号 43102600074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鑫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72634061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晟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3 份，发票
代码 :4300124620，发票号码 :
02651578、02651579、02651
58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博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750万元人民币减至 600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刘鹏 13874295416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14 时，在“闲置拍卖”微信
竞价平台公开拍卖旧机动车一
批，详见拍卖资料。 有意者请于 9
月 15 日 16 时前携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 2 万元/人办理竞买手续，9
月 14-15日在标的所在地报名与
公开展示。
网址：www.xianzhipai.com
长沙产权交易网 www.cscqjy.com.cn
联系电话：黄先生 15575828858
工商监督：88169911

长沙市产权交易所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唐鸿（父亲：唐宁，母亲：李
晓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803075，声明作废。

◆陈晋恩（父亲：陈虎健，母亲：
谌艳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6895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嘉禾县格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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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燕，电话 15243525955 ◆柳文庭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遗

失（证号：430103199802221055）二
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李德芳 2017年 9月 11 日 8 点
左右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号码
4326221955051658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尚尚捞火锅店
（税号：92430102MA4LG6KH
37）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张（发票联），发票代码：4300
171320，发票号码 26925041、
269250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君山区民盛农机专业
合作社遗失岳阳市质监局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0994887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隆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银行韶山路支行核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277571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 :G1043011101924520Y;遗
失公章及法人贺爱良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祁东县东方国际酒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发票代码：4300171320，号
码 04932740，声明作废。

◆陈希不慎遗失护士资格证，身
份证号 43022319930323512X,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云帆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一份，代码 43001741
30，号码 000023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拉迪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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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坤 电话：0731-84480866

遗失声明
湖南省祁东县家旺百货遗失增
值税发票 2 份，发票代码:1430
01619928， 发票号码 :166605
79、16660580，声明作废。

◆何丽艳于 2017 年 8月 2日不
慎遗失由人事部、卫生部颁发的
初级卫生专用技术资格证书，
专业为护理学，编号为:430528
198101218229，特此声明作废。

◆陈钦（父亲：陈创，母亲：黄
春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 L430579032，声明作废。

◆黎莎遗失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编号 0027
3075，金额 6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仟喜旺家餐饮有限公司汽
车西站分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2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01040000
6287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三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黄芳，电话 13786361179

◆艾煜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
14301201410340524,流水号：
106016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牛山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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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文，电话 13786861575

◆肖子馨（父亲: 郭建国 ，母亲:
肖玉凤）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616695，声明作废。

◆（父亲：罗誉珂；母亲：田贝琳）
罗亚婷(身份证号 4302252011
11080023）遗失医学出生证明，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宏伟机床配件店
遗失石峰区工商行政管局 2009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204600053
2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宁墨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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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收，电话 15073130525

遗失声明
湖南魟湘珍稀魟鱼繁育基地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6 年 8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MA4L5WD7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魟湘水族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5W
MM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星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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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曼君,电话 13317489138。

遗失声明
湖南可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发票联两份，发票代码：
4300164130， 发 票 号 码 ：0320
2423，金额 3100 元；发票代码：
4300164130， 发 票 号 码 ：032
02424，金额 525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鼎辉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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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利芳,电话：13973269138

注销公告
湖南运畅基建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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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夏，电话：18096648919

注销公告
湘乡市富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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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湘，电话 15873222222。

遗失声明
临湘市白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6 年 4 月 20 日核发组织机
构代码正本，代码 78800303-8，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068278800303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9 月 10 日湖南省
直通车种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现予
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3574047048
联系人：武小金

（2016）湘 0105执恢 408号
申请执行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城支行与被执行人张智
强、 邹志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委托中
介机构对被执行人邹志敏名下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路 398
号青竹湖畔小区映湖苑 5 栋 505
号房产进行了评估、拍卖。 现经
三次拍卖，均已流拍，现申请执
行人不同意以物抵债并申请本
院依法变卖该房屋。 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依
法将被执行人的上述财产以第
三次拍卖的保留价进行变卖，现
将有关变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
变卖财产：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
路 398 号青竹湖畔小区映湖苑 5
栋 505 号房产 （权证号码 ：
00656055， 产权面积：129.64 平
方米），该房用途为住宅；二、变
卖价格及交付条件：变卖价格为
人民币 433790 元， 同时买受人
承担标的物产权过户的所有费
用，变卖成交后六个月内办理房
屋产权过户手续但本院不负责
腾空房屋；三、应买方式：自本公
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内有任意一
竞买人一次性足额缴款，变卖即
终止；四、多人应买时的处理：以
第一个一次性足额将款项汇至
本院指定账户并开具财务票据
的买受人竞得。 五、变卖地点：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A315 办公室。 六、 联系电话：
0731-84816552。 七、汇款账户：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开户
行： 长沙银行开福支行， 账号：
800032165320014）。 特此公告。

变卖公告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2017年 9 月 6日

遗失声明
长沙戈力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管理局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21687410267N 的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竞争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4 年 4 月 1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3
000145179；遗失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冉景军）；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欧雅晶品门窗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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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胜杰，电话 18807476598

遗失声明
张家界菊山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6年 7月 14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800MA4L
5G31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景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郑平 18974822600

遗失声明
湖南美特好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两联
电脑版）140 份，发票代码 43
00172320，号码 03728681-
037288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西路天天向
上商务宾馆（税号 4302231968
0808355101）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5 份，代码 4300171320，发票
号码 19743650-19743652、1974
3655、1974378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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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露(身份证号 4301221985031
3321X)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陕西孕妇坠楼涉事医院两人停职
分析：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疏漏 已责成医院即刻进行整改

民办辅导机构教师将有专业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