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13日通过官
网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旨在积极发
挥各级体育部门服务全民健身
的职能作用，着力解决广场舞健
身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知》中指出，2015年多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
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积

极促进和规范了广场舞健身
活动的开展。但是，广场舞健
身活动依然存在场地不足、
噪音扰民、 管理服务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 个别地方甚至
发生了健身群众抢占活动场
地的冲突， 成为社会舆论关
注的焦点。

《通知》 明确强调向广场
舞健身活动中出现的四类不

良现象说“不”，其中包括不得在
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
健身活动； 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
活动非法敛财、 传播封建迷信思
想； 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
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
常生活； 不得因参加广场舞健身
活动破坏自然生态、 环境卫生和
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
共交通等公共秩序。 ■据新华社

第15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2日开幕。本次航展吸引了全
球1200余家参展商，预计将有
超过7万观众前来参观。航展首
次邀请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
队参加飞行表演。

八一队在19场飞行表演
中最后出场。 女飞行员陶佳莉
驾驶歼—10表演机参加了表
演， 在海湾上空首次留下了中
国空军女歼击机飞行员的航
迹。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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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公告
新化县金山角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单位的法人代表原董事
长周光辉因车祸于 2016 年 12
月 18 日死亡，为依法处置周光
辉的遗产和债务， 需对周光辉
生前所欠债务进行清理， 周光
辉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周光辉遗产继承人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支付借
款方式，借款用途及期限，借款
利率及已归还的借款数额，支
付借款利息数额， 有无财产担
保和保证人， 是否提起诉讼或
仲裁， 同时提供经查验与原件
一致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债
权凭证和支付凭证复印件（原件
由债权人自行保管） 逾期未申报的，
将按法律程序依法处理。
申报地点和联系人；
1、新化申报地点：金山角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邓碧超 电话：15367282688
2、株洲申报地点：株洲市芦淞区
山水国际小区 6栋三单元 1601
联系人：周继松 电话：13762808873
联系人：周桃英 电话：13973854366
周光辉继承人： 周志鹏、 吴丽
梅、周若曦、周春蕾、周冬瑞
特此公告 2017年 11月 14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李建光、 岳阳市新长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彭逢信已将对
你（你司）所享有的由湖南省开
福区人民法院出具【（2011）开
民一初字第 743 号】《民事调解
书》 项下的全部债权本息转让
给了王旭先生，请你（你司）按
【（2011）开民一初字第 743 号】
生效《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径为
向受让人王旭先生履行给付义
务。 彭逢信已将债权转让协议
（副本）按照你（你司）的法定地
址进行了邮寄送达， 但是无人
签收。 现采取登报方式公告送
达： 本通知于本报刊登之日起
视为已履行了对你（你司）的通知
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彭逢信
(15111232790) 王旭（特别授权
代理人李洁：13808801555）

遗失声明
隆回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隆回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局 2017 年 1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4MA
4L1BEQ0C，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我公司原定于 2017年 12月 8 日
上午 9 时 38 分在醴陵市永龙大
酒店九楼会议室举行的拍卖会，
现改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38 分在醴陵市外贸大酒店六
楼会议室举行，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4日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
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90000092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白云水玻璃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0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3210000
12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博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4 年 9月 1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
104000110233 副本 1 号（S）；
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04394034747；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号 3940347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利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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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美容，电话 15842973539

遗失声明
湘阴县玉华绿魂苗圃基地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湘阴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74000264301，
账号 18417901040009710；遗失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704306
240002643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南之尧茶叶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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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伍，电话 1318721496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峰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许芳，13646625664

注销公告
湖南博通车联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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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欣，电话 15074986996

遗失声明
湖南优方广告有限公司（税号
430111329354453）遗 失 湖 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
00141620，号码 00791901,声明作废。

◆沈熙晨（父亲：沈大林，母亲：
谭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9785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天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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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观胜，电话:18674387292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德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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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会计，电话 18273009272

◆徐娜（父亲：徐长春，母亲：许
红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672285，声明作废。

◆谭梓萌（父亲：谭学鹏，母亲：
谭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05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炳坤律师事务所遗失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发票
联），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09361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浩宇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
娄底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13000
00055628；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 09748316-7；
遗失国、地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1302097483167； 遗 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620
001411001；遗失银行信用代码
证，代码号：G10431302001411
009，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神宇三翔机电设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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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七星，电话 18175976847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聚慧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2 月 2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02055818
811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鼎瑞聚生电子商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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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娅蓉 15074986996

◆谢德汉不慎遗失永州市村（居）
民商住用地批准书（2008）江
集建批字第 657号，办证时间 20
08 年 6 月 10日，声明作废。

◆吴俊熙(父亲:吴元军,母亲:
李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769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娃娃塘幼儿园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机构
信用代码证:Q51430602001674
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聚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7 年 5 月 2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2056055X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献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区分局 2014 年 3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6111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润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5 月 1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91
43011133855465X9，声明作废。

◆黄芊蓓（父亲：黄旭海，母亲：崔
晓林）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05942，声明作废。

◆唐莉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商
务英语专业毕业证书，证号 51
3061200606001385，声明作废 。

◆曾辉遗失红星美凯龙开具
的装修押金收据 1 份，收据号
码 ：SK －1612028157, 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茂祥园油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8 月 9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381NA000085X 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杨玲遗失身份证， 证号：
5002341995021644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镭铭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043010401714320L，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维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核发注册号 431202600210063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任柏瑜（父亲：任敏，母亲：刘
丽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642405，声明作废。

◆成沐莲（父亲：成立，母亲：
黄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204681，声明作废。

◆米娅萱（父亲：米成云，母亲：
瞿雪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8758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华维塑胶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湘乡市地税局 2010 年 1
月 18 日核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 430381698592692，声明作废。

◆杨港遗失 2017 年 2 月 4 日签发身
份证 4390041997061062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启点配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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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金南，电话 15173277573

注销公告
嘉禾县红曜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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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丽娟，电话 18188955727

遗失声明
湖南福布施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6年 4月 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1025MA4L423Y84，
声明作废。

◆黄楷瑞、黄凯文（父亲：黄荣
华，母亲：邝金花）遗失出生医
学证明 ， 编号：O430108390、
Q430211148,声明作废。

◆肖思谦（父：肖长江，母：欧苏
丹） 遗失 2011 年 10 月 23 日出
生时间的原出生证，声明作废。

◆邓卜宁（父：邓秀超，母：郭
小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335333，声明作废。

◆宋昊彬（父：宋民，母：范艳
梅） 遗失 2014 年 4 月 19 日出
生时间的原出生证，声明作废。

◆李瑞安（父亲：黄强，母亲：
李美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0243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12 月 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11MA4L8EYR2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小均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4
年 3 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
00032769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周瑞达 430105199901151518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百亿火锅店不慎
遗失已填开的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12722798,声明作废。

◆刘雨晴（父亲：刘志强，母亲：周
妹明）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055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静明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静明，电话 18273389955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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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越淇（父亲：杨晓东，母亲：
杨小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R4300242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湖大土木建筑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164320，发票
号码：148004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奥特时代滚动灯箱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6 年 5 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332566593
2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长沙美缝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5年 11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MA4L
1HEA6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畅玮饰品商行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5 年 12 月 2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5600481292，声明作废。

体育总局: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跳广场舞

我国女飞行员首次
驾机亮相迪拜航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习近平13日在万象国家主席府同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双方
高度评价对方发展成就， 同意加
强交流互鉴，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
和老挝革新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继续秉持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
志、好伙伴精神，巩固中老传统友
好， 推动长期稳定的中老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
共十九大和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
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老挝坚持走本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积极评价老
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 强调相信在以本扬总书记为
首的老挝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
挝人民一定能够在全面革新事业
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本扬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圆
满成功，高度评价大会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将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迈进。

习近平和本扬就两党两国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
认为， 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国家。 双方在彼此信赖的基础
上， 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 符合两党两国和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有利
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推进中老铁路等
标志性项目

双方同意加快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
国” 战略对接， 共建中老经济走
廊，推进中老铁路等标志性项目，
提升经贸合作规模和水平， 促进
两国经济优势互补，深化产能、金
融、农业、能源、资源、水利、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
合作， 推动双方务实合作更多惠
及两国基层民众。

双方同意深化文化、 教育、科
技、旅游等领域合作，办好老挝中国
文化中心，加强青少年友好交往，扩
大地方间合作。密切在联合国、亚欧
会议、东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
作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配合。

会谈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
证了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科技、农业、
电力、人力资源、金融、水利等领域
合作文件的签署。 ■据新华社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共同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