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

本报12月25日讯日前， 株洲市公
安消防支队召开全市消防监督执法人员
公开述职述廉座谈会， 旨在加强消防监
督执法工作，规范消防监督执法行为。

会上， 株洲支队防火处全体执法
干部依次作了公开述职述廉报告，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代表对各执法干部廉
洁执法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并就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消防监督执法工作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支队长通报了今年来全市消防工作

开展情况， 就社会各界对消防工作的支
持致以诚挚感谢， 承诺支队将认真梳理
与会代表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 认真
履职尽责，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更加扎实
的作风、更加细致的工作、更加优质的服
务， 为株洲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讯员 杨洋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贫困的村庄，贫病交加的家庭，上演爱和坚强抗击“病魔”的感人故事

同患尿毒症，七旬老父省钱救儿子

A12 市州新闻

“我年纪大了， 无所谓
了， 可是我的儿子还年轻，
请好心人们救救他。”近日，
洞口县溪瑶族自治乡72
岁老人陈世和向记者发来
求救信。 因为父子二人先后
患上尿毒症，多年的治疗让
这个家债台高筑。

尿毒症拖垮一个家

陈世和祖辈生活在洞口
县溪瑶族自治乡宝瑶村，
这里是省级贫困村。 而家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陈世和的二儿子陈双
峰， 十六七岁便南下广东打
工，25岁那年，他娶了同村姑
娘罗兰，并生下一子一女，生
活平淡却温暖幸福。

2012年，陈双峰开始感
觉身体不适， 不断有咳嗽、
气喘、呕吐，为了省钱他一
直强忍。3月的一天，他在一
次搬运家具时晕倒，被老乡
送往医院，被检查出患尿毒

症晚期（第五期）。陈双峰入
院一个月就花光了家里仅
有的几万元积蓄。

为了给丈夫治病，罗兰
借遍了所有亲戚，目前已经
花销近六十万元。但尿毒症
最有效的治疗就是换肾，而
换肾费用在四十万以上。这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简直
是一个天文数字。

五年未曾回家看儿女

为了维持生计，罗兰不
得已再次出去打工，上完白
班接着上晚班。陈双峰一边
养病一边上班。

生病五年来， 因路途遥
远且怕感染， 陈双峰一直不
敢回家，也未曾见到儿女。今
年开学前， 陈双峰不顾妻子
的反对，执意要回家看孩子，
想亲自带孩子报一次名。

终于回到家见到了孩
子，陈双峰心中喜悦。由于
长途跋涉，他当天就出现了

腹膜炎感染，被送往长沙进
行抢救。

父亲也患尿毒症

2016年底，陈世和出现
了跟陈双峰同样的症状，也
被检查出患了尿毒症。 陈双
峰的母亲不堪打击，病倒了。

现在，陈世和依靠大儿
子和三儿子的接济每周定
期到医院做血液透析。想到
帮不上儿子什么忙，反而自
己每月要花费大笔费用，这
个质朴的山里老人心如刀
割，几次拒绝治疗。

“我们家根本就负担不
起两个尿毒症患者，我已老
去， 不愿再给儿子们添麻
烦。 但是， 我的儿子还年
轻， 他还有很多事业没有
完成， 我想省点钱给儿子
治病，也恳求好心人们帮帮
他，救救他。”陈世和哽咽着
告诉记者。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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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召开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述职述廉测评会议

注销公告
花垣县和成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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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发富，电话 15174331951

注销公告
湖南达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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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曾国军，电话 13789072997

注销公告
宁乡县流沙河镇旭飞黑山羊
养殖专业合作社经全体成员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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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良 15576601213

注销公告
湖南高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夏会计，电话 18773009550

遗失声明
临武县顺通渣土运输有限责任
公 司（91431025MA4L49XX
XA）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临武县舜林高脂松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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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抒松 15367257621

遗失声明
湖南万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1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 号 430626000025158；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6263206721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亲善缘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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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海涛，电话 18107485913

遗失声明
张家界顺景鸿源广告装饰有限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1 年 11月 3日核发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800000003595 及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代码 67078423-8
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8026707842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县海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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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胜，电话 15973305111

注销公告
株洲县三合桥种养殖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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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元枚 15886380346

遗失声明
麻阳好声音娱乐会所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1320，
号码 089746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袁燕子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6 年 6 月 6 日
核发注册号 431202600423871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海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30039756978XG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钜添化工有限公司遗失
湘潭县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30267076052；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321670760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悠箬生态农庄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年 5 月 16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320
717369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旺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市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010000168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科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芦淞区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20355072038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道侗族自治县阳光网吧遗失通
道县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17 日
换发注册号 431230000003288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麻阳兰里鲁东鹅馆遗失贰拾圆
通用定额发票，代码 14300161
3327，发票号码 20563901-2056
3950，20564051-20564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芳-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路
15 号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永定分局 2006年 7月 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8023122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芳-张家界市永定区大庸府
城新一佳一楼遗失张家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09 年
5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80260004727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美时慕专业美容美体店遗失张
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
局 2005 年 1 月 1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80231
219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玩美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
15年 5 月 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042
67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7828569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固坚建筑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税号 91430111MA4L1
XRC9W）遗失已作废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 4300
172320，号码 02591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杰西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 2015 年 6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020000591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展耀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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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嘉雨路 488 号泊
爱蓝湾苑蓝怡轩 3101, 联系人:
苏湘建,电话：15084844944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田心罗莎蛋糕店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
码：200192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中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醴陵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91430281MA4L5AFA5W，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泉康工贸有限公司遗失韶
山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4 年 12月 1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000
000042011;另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 、副本，代码号 :6780
26300;遗失韶山市国税局 2015
年 4 月 13 日核发的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8267
8026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华特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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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仁叶，电话 15111074151遗失声明

长沙豪帅电器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8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229
968；遗失国 、 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 43010239534715
5；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3953471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黄兴镇开心零点食品店
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年 10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121600436
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邦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华
容施救站（914306233205432660）
遗失普通增值税发票一份，发票
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 242
107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文意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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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文静，电话 15575025555

遗失声明
慈利县春园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5 年 2 月 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821NA000314X； 另遗失
由湖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8 月 14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 4308213383
745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喻家坳乡长益石料厂
(普通合伙)遗失宁乡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 年 10 月 2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4000004024，另遗失湖南
省宁乡县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0 月 22 日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7607402
7-1，另遗失宁乡县国土资源局
2014年 12 月 3 日核发的采矿许
可证正（副本），证号 C4301242009
097120035085，另遗失湖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编号(湘)FM 安许证字[2015]A02
6Y1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瑞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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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光福，电话 15684013221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大众装饰商行广
源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张，
发票代码 143001610128，号码
05258227，052582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木易春秋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
0245439； 遗 失 国 、 地 税 税 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3960
29896；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3960298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时光医疗美容门诊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5098829959）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医疗门诊)6 份，发票代码
143001613250,号码 00726408-
0072641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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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株洲鸿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石峰区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0200000071313；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204563542401； 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 ：
563542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高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分局 2012 年 10 月 2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020000264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光华遗失雨湖工商局 2015 年
2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260
0258314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玖鑫竹木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由耒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年 7月 29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430481000014663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另遗失由
耒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8 月 4 日核发的组代管 430481-
003306 号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西西机械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市工商局 2016 年 3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200MA4L391
27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协兴营销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4 年 6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211000014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嗅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5 年 8 月 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3
000197407，组织机构代码证
35167195 -7，税务登记证号
（国）430103351671957， 税 务
登记证号（地）430103351671
9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县京京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安仁县工商局 2014 年 3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1028000011873；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0964205
5-1；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0280964205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3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2-1）， 注册号为：
4301000001411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神农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炎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2 月 14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号 430225NA000023X，
声明作废。

“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
丈夫和孩子都需要照顾。”罗兰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都这
样安慰自己。她每天也都在祈祷“能早日和孩子团聚”。

苦难的家庭，坚强的夫妇，有爱的一家。如果，你想帮助这苦
难的一家， 请伸出您的援手， 联系罗兰。 电话：18773999503、
13250292185（微信号同手机号）。 银行卡号：6214921201979289��
户名：罗兰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州花都支行

如果你有爱心
请伸出援手

12月24日，
学 生 朗 读 古 诗
词。近年来，城步
苗族自治县一些
面向儿童招生的
社会办学机构创
新尝试开办国学
课堂， 让娃娃们
早早接触国学、
了解国学， 切实
感受国学文化的
魅力。如今，国学
教育已受到当地
越来越多孩子的
喜爱。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