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3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共有200余名医务人员献血。
通讯员 魏惊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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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内置
型标志，印刷流水号为 00002
65256,0000265257,0000266
075,0000268534,0000268626,
0000268708,0000273888,00
00273889,0000703077,0000
705915,0000705931-000070
5940,0001379545,00015294
12,0001597756-0001597760,
共 27 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保单, 印刷流水号为
0000024405,0000027189,00
00028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山云雾茶业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临武支行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63800018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丽奥思化妆品商
行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7年 4月 1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2430105MA
4LJN5YX4，声明作废。

◆李峻熙（父亲：李林，母亲：邓春
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0395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驰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3 日核发的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为 43010508970
156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省心家政服务中心遗失华
容县工商局 2017年 4 月 2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236002546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永生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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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 电话:13085464623

遗失声明
龙山县永生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龙山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1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3433130397883795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音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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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电话 15074986996

注销公告
蓝山县信辉桑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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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英，电话 18797687488

遗失声明
向超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鹤城分局 2016年 2月 22核发
注册号 431202600412016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龙蓉遗失湘 H16730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202450，声明作废。
◆谌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8815，声明作废。
◆周日文遗失湘MY5871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1125200294，声明作废。
◆周正希（父亲：周梦维，母亲：董
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438233，声明作废。
◆刘宇瀚（父亲：刘伟，母亲：陈
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5524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健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5月 20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
0132988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43
12280196167（1-1），声明作废。

◆肖若萱（父亲：肖力文，母亲：彭婷）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247002，声明作废。
◆喻畅欣（父亲：喻运根，母亲：殷向
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G430241738，声明作废。

◆曾明珠，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10
级日语专业，2014 年毕业生遗失毕
业证，证号：126621201405000664，
特此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根据本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决
议，本专业合作社决定解散。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应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专业
合作社清算组地址:岳阳楼区奇
家岭办事处蔡家居委会金桥组
邮编:414000 联系人:方永贵
电话:13575096761
岳阳市岳阳楼区林淞生态花卉
苗木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注销公告
长沙市海晨礼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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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海，电话 13307441133

注销公告
涟源市康州安货物运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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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麒，电话：13034847727遗失声明

湖南东方乙甲超国际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8年 2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
用代码：91430100MA4M5Q
4G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教育建筑工程公司遗失
下列人员专职安全员 C 证：
刘思彤：湘建安 C（2006）070000290；
陶克兰：湘建安 C（2006）07000029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雷易电子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7 年 12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44866588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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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646625664

遗失声明
湖南省超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6 年 9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05098517154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鑫票务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1 年 10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30000927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飞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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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保朝，电话 13187108888

注销公告
湖南瑟琳娜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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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姣姣，电话：13308408133。

遗失声明
邵东健康坊医疗器械经营部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
东新市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51001048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红吉祥建材批发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嵘，电话 15084977385

注销公告
湖南维新昌酒行连锁管理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学平，电话 13467688999

遗失声明
长沙迈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6年 3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MA4L3449XT； 遗 失
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立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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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伟，电话：13574855303

注销公告
长沙市国华加气混凝土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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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得良，电话 13974817151

注销公告
湖南康优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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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波，电话 0731-84631175

遗失声明
罗小环遗失茶陵县地方税务局核
发的 430224196904297978 号税
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佳正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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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胜勇，电话 15874185116

◆王树人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
格证，证号:4301000020112001
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3205
82628A)遗失法人(陆誉斌)私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共源置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635
493042）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麓山泥
木维修队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12MA4N17LT0L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曦烽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80934
0443）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私章（贺泽）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清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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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清元，电话 15017871098

注销公告
长沙亿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黄威，电话：18008466217。

遗失声明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
联）1 份, 发票代码：4300171130,
发票号码：05925418,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澳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西城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2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40000440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澳网吧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沙里坪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2 年
8月 20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40000346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雅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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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琳琳，电话 13787225317

提示：资讯类信息使用请慎重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王祎遗失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
术学校资源管理与城市管理 (环
境影响评价方向)专业毕业证书，
证书号码：130311201306001468，
声明作废。
◆曾慧洁 2018 年 1月 20 日遗失身
份证， 证号：430626199410280023，
声明作废。
◆钟若川（父亲：钟长生，母亲：王
典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L4300895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龙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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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剑
东，电话 13824252257

◆曹勇军遗失车牌号:湘 L85861
道路运输证，证件号 :郴 4310
27200028，声明作废。
◆黄俊宇遗失湖南生物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证号
430923198812016017，声明作废。
◆彭宇翔（父亲:彭威，母亲:汤寒春）
不慎遗失出生证，证号:P430070233，
声明作废。

◆刘凯祥不慎遗失坐落于祁阳
县城盘龙西路的《建设工程规划
审批单》，证号：祁规西 0407108，
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沃得森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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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海，电话 13307441133

◆游龙鑫（父亲：游爱国，母亲：龙
黄荣）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00729，声明作废。
◆王小米（父亲：王成，母亲：邹
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P430480641，声明作废。

◆刘宇鑫（父亲：刘祥炎，母亲：刘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86374，声明作废。

◆左杰（父亲：左斌，母亲：刘美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18461，声明作废。
◆张明宇（父亲：张平，母亲：姚倩）
遗失永顺河西医院签发的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P430780660，声明作废。
◆刘姝（父亲：刘桂悦，母亲：刘细
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41697，声明作废。

本报3月13日讯 今天上午，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献血车前排
起了长队，来自医院各科室的白衣天
使们，响应今年世界献血者日“为他人
着想，捐献热血，分享生命”的主题，当
天共有200余名医务人员献血。

湘雅二医院每年都会组织几次
医务工作者集体献血， 有的已经献
血近十次，称得上是“献血达人”了。

“献血十多年了。”49岁的李峻
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第十党总支

书记， 在他手中保存了3本献血证，上
面记录着他每次的献血情况。李峻说，
“作为医务人员， 我们要发挥带头作
用，带动身边更多人参与。”

湘雅二医院输血科主任王勇军表
示，人体血液具有再生功能，献出少量
血液，并不影响健康。

“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伤害还能救
人，何乐而不为。”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副院长徐军美教授表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袁轩 魏惊宇

本报3月13日讯 记者
今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
今年将有69所高职院校进行
单独招生， 人数将达69482
人。 报名时间为3月15日至
4月9日， 参加单招的考生可
选择报考时间不冲突的1-2
所院校报考， 单招录取的考
生不能转学； 特殊情况要转
专业的， 须按照有关规定在
本校当年单招专业范围内转
换。那么，考生参加单招时如
何挑选专业和填报志愿？听
听招考专家怎么说。

【单招考试】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与往年一样， 高职单招
全省不组织统一考试， 由各
高校自行组织。 单招考试按
照“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要
求组织。 文化考试主要考查
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外
语等基础科目知识， 采用闭
卷笔试形式。

其中， 对于应届普通高
中毕业生，可组织文化考试，
也可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 技能测试主要考查考
生通用技术基础、 职业倾向
和职业潜能等内容， 可采用
“闭卷笔试”“面试”“实践操

作考试”等形式组织考试。

【专业选择】
“兴趣爱好+就业方向”

今年， 省教育厅还要求
单招专业扩大到招生高校全
日制三年制大专所有专业，
各高校根据实际在本校专业
中拟定今年单招专业， 这意
味着考生们将有更多机会进
行选择。

湖南现代物流职院招生
就业处相关负责人建议，考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
爱好和未来的就业方向做好
职业定位， 再由此确定想学
的专业和学校。通过专业选学
校是最务实的志愿填报方案。

该负责人表示，“要提醒
的一点是， 有部分院校的传
统优势专业在他们单招时未
安排招生计划， 所以志愿填
报时务必认真研究学校当年
的招生简章。”

湖南现代物流职院招生
就业处相关负责人建议，考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
爱好和未来的就业方向做好
职业定位， 再由此确定想学
的专业和学校。“毕竟， 有的
学校名气很大，实力很强，但
并不是每一个专业都是他们

的优势专业； 有的学校虽然
规模不大， 但某个专业可能
就是他们的传统优势专业，
实力强劲， 甚至在全省的同
类型院校中排名靠前。 通过
专业选学校是最务实的志愿
填报方案。”

【志愿报考】
根据自身条件，客观确定

根据有关规定， 单招考
生可以选择测试时间不冲突
的1至2所院校报考， 那如何
安排学校志愿呢？ 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黄士军
表示， 对于报考两所院校的
考生， 优先录取第一志愿学
校，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最心
仪的学校填在第一志愿。

此外，黄士军提醒考生，
应拉开2个学校志愿的档次，
以提高自己的录取概率。

像往年有的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的热门专业，报考人
数和招生计划的比例达到了
5∶1以上。黄士军建议，考生
要全面评估自己实力，量力而
行。一般来说，对于学业成绩
或综合素质不占优势的学生，
还是尽量避免选择热门学校
的热门专业。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金琪

今年我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6.9万人
单招专业扩大到招生高校全日制三年制所有专业 报名时间：3月15日至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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