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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金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年 5月 1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11689542386G，声明作废。

我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售出 50
盒“小神农五常稻花香大米
4.5KG 银色礼盒装”， 商品条码
为：6944039800061， 商品规格：
4.5KG/盒。因生产厂家工作疏忽，
导致该批次产品漏标生产日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的规
定， 我公司决定主动召回上述包
装的产品，召回等级为三级，召回
起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2018年 5 月 17日，在积客良仓超
市实施召回。 自发布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请购买该批食品
的消费者在积客良仓超市办理退
货手续， 同时可凭购物凭证进行
退款， 我司对因此给消费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食品销售者名称： 长沙花漾集贸
易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万家丽南路二段 896 号创世纪金
街 2-02栋 101房
法定代表人：伍贤邦
召回具体负责人：杨平
联系电话：15673119111

长沙花漾集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8日

长沙花漾集贸易有限公司
关于主动召回产品的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大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7 年 8月 2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02053866414C，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得一道健康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2320
5656256；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港龙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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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明，电话 1887309088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港龙报关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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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明，电话 18873090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萝雅蒂诗美容美
体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12 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0111MA4
PB07F4T，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桂东县乐嘉速递服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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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生平，电话 15573535308

遗失声明
上海联慧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不慎遗失由长沙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04 月 22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21320716438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平和堂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据一张，收
据号码 No.1101963,金额 20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秦巍服饰商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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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巍，电话 15807443106

遗失声明
岳麓区滨江新城拆迁范围内下列
房屋因产权证遗失声明作废：文
增刚半里街 92 号全部私 064828
号房产证； 罗午良厂后街 021 号
全部私 025885 号房产证；瞿勤耕
半 里 街 041 号 南 向 两 间 私
028442 房产证； 李菊生厂后街
059 号全部私 025684 号房产证；
陈 明 半 里 街 052 号 全 部
00400463 号房产证；周安泳半里
街 057 号全部私 060189 号房产
证； 吴觉辉半里街 061 号全部私
021069 号房产证；长沙市房地产
管理局银盆岭竹山屋场全部 3 直
00029 号房产证； 长沙市西区教
育 局 半 里 街 第 002 栋 全 部
90003068 号房产证；长沙市人民
织布厂如意街 13 号第 002 栋全
部 3 自 04705 号房产证、013 号
第 001 栋 12 套 90003897 号房产
证、013 号第 001 栋全部 3 自
04663 号房产证； 长沙色织厂如
意街 13 号第 008 栋全部号 3 自
08189 号房产证；美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银盆岭边洲围第 60 栋
全部 90056469号房产证。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滨江新城拆迁
安置指挥部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靓资美容美体生
活馆遗失湘潭市工商局岳塘分
局 2017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304MA4M12LN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旭亮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1130，发
票号码 06609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睿哲通信设备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 年 9月 2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编号：
4329231982022851580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炫垲珠宝有限公司遗失岳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楼分
局 2016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2MA4L5Y3L4P，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米修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308138659XJ）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万
减至人民币 1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 联系人：李君娇
电话 17375700466。

遗失声明
岳阳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 2017 年 5 月 2 日岳阳市工
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正副本 91430600MA4LLN748P，
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430611003
2056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惠众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 2016年 8 月 23日岳阳
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正副本 9143060032942715
7L，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43061
10024250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三江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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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建江 133789136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陈周唐小吃店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0009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双凫铺九如塘采石场遗
失宁乡县国土资源局 2014 年 10
月 9 日核发的采矿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 C430124200910712003
92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双凫铺九如塘采石场
(普通合伙) 遗失宁乡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5 年 4 月 1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2400001753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湘西自治州永华电线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5月 4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
式：徐志永 18607433337

遗失声明
株洲市公安局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1份，
湘财通字（2015），18505084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再红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
10032583201， 开 户 行 农 业 银
行宁乡紫金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峰不慎遗失由龙山县里耶镇
工商监督管理局 2010 年 1 月 13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3130600068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环境卫生清洁行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300
003216832600)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周铁平)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辰溪县安坪镇太军生猪养殖基
地遗失辰溪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2年 4 月 16 日
核发注册号 43122360011832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金玉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3日换发注册号 431228
600028414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贺波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
局 2017 年 2 月 23 日核发注册
号 430302600347762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九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91430103329429232Q）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2张，发票代
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097
77481、097774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鑫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石峰区工商分局 2016 年 8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4
MA4L61QX4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
款收据一份，号码为：湘财通
字(2015)198880354，购领证号:
0830，声明作废。

靓房出售
新地东方明珠：湘江之边，谷山
脚下， 地铁之旁， 金星北路之
上，楼盘二期楼王之稀有一楼，
三室二厅二卫两阳台 (132 平
米)，近三十平米的开放式阳光
书房、茶室，近百平方米私家后
花园，尽享高品位之田园生活，
全屋英伦风格的实木家具地
板，暖气、空调应有尽有，屋里
清一色的德国博士家用电器，
个性品质精装自住， 毗邻师大
星晨实验附小、附中，就读区位
优势明显。 带家电家具出售。
联系电话 13973131363。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

公 告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拟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
理，请各方债权人（包括但不
限于机关 、团体、法人、自然
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向湖
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申报登记。 现就有关债权债务
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2018 年 5 月 4 日
至 2018年 6月 17日，共计 45 日。
二、申报登记的债权债务范围：
申报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前与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形
成的真实、合法、有效的所有
债权债务关系。 三、申报债权
时提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及债权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有效债权、
债务凭证：①工程类债权 ：工
程合同、工程结算依据 、工程
结算欠款凭据 、发票 、银行进
账等相关资料；②借贷类债权：
借款合同、借条、欠条、收据 、
汇款凭证等有效凭证、已支付
本金利息的有效凭证等相关资
料 ；③其他 ：合同、合同履行
情况的相关书面文件 、发票 、
欠条等相关资料。 以上文件均
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3、对申
报债权有抵押、担保和连带责
任等情况的，还应当书面说明，
并提交有关书面凭据的原件及
复印件 。 四 、申报登记地点 、
时间：地点 ：湖南神牛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星城美域项目部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397 号）
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00。 五、申报登记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康露
15084854342刘伟玲 18975130789
六、注意事项 ：债权人如果申
报登记期限内未进行债权登记，
将按国家有关法规办理。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4日

遗失声明
郴州市中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资质证书正副本，编号:
湘建房（郴）字第 193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勤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
宁乡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24MA4M54WP05；
另遗失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碧泉休闲中心遗失汝城
县工商局 2010 年 8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6600052913，声明作废。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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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带动扶贫，青山变“金山”

驱车到距离零陵区61公里的
茶林乡桐子坳村， 首先映入记者
眼帘的是从山中到山坳那一片片
绿油油的银杏树林， 连绵十多公
里，格外引人注目。桐子坳村因此
而获得“中国银杏第一村” 的称
号。一到秋天，这个小小村落便开
始热闹起来，几乎每天游客不绝。

双牌县政府积极推进“旅游
+扶贫”发展战略，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让田、山、地、土、物产等资
源成为贫困户稳定增收的重要来
源。桐子坳村农家乐从最初的2家
发展到现在的24家， 贫困户因旅
游产业人均增收达2860元，村级
集体经济达到20万元以上， 昔日
的贫困村跻身国家AAA级旅游

景区、中国最美银杏村落。

建立集体经济，产业化扶贫

双牌县委书记苏小康介绍，
2016年6月起，双牌县委、县政府整
合资金2200万元在每个贫困村建
设了装机40—65千瓦的光伏电站，
仅此一项可确保每个贫困村年均增
收4万元以上，真正成为该村集体经
济的产业支柱。

为使森林土鸡这一扶贫产业发
展壮大，今年春节后刚一上班，苏小
康白天到各单位走访检查工作，晚
上还主持森林土鸡发展调度会和森
林土鸡产业发展座谈会， 向大户问
计，向群众请教。经过不懈努力，目
前森林土鸡成为了双牌惠及面最广
的扶贫产业。

本报5月7日讯 一匹受
伤的小马驹突然冲进省安监
局机关大院， 在四处乱踏之
后， 竟开始撞门“求助”。为
此，雨花公安还发布了“马主
人你在哪，派出所没有草原，
养不了您的骏马。” 的微博
（详见本报5月7日A05版）。
今天下午3点，长沙市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正准备给这匹小
马进行安置， 就遇到了马主
人周先生。

“周先生是通过雨花公
安微博找到省安监局的，他

向我们表示感谢后， 就与派出
所民警去所里销了案。”省安监
局保安队队长李文雄说。

看到这匹“离家出走”的
小马驹，周先生将编好的马绳
拴在其头部， 令人称奇的是，
小马并没有反抗，而是显得很
顺从。“我是贵州人，在宁乡养
牛，这匹马是一位韩姓朋友在
我这买了，用来拖运货物的。”
周先生说， 小马驹约一岁多，
是一匹母马。 为了便于识别，
他用油漆在马的臀部写了个
“1”字。5月6日上午，他将这匹

马委托给了货车司机，将小马
驹与肉牛放在同一辆货车里，
要司机将马从宁乡运到长沙，
交给在长沙花桥做生意的朋
友韩先生。当货车驶入马王堆
菜市场， 开始卸载肉牛时，小
马驹变得躁动起来，用力挣脱
缰绳后就往菜市场外面跑，拖
运的司机都没能将它拉住，结
果跑到了省安监局。

马跑了， 谁该负责？ 周先
生、货车司机、韩先生三人争得
不可开交时， 有朋友说在微信
中看到了这匹迷路的小马驹，
周先生这才找到了省安监局。
“在看到这匹马时，我第一眼就
认出了它。 我平常卖牛时就会
用油漆做记号， 正是因为要将
马卖给韩先生， 也在上面做了
记号， 不然也不知道是哪匹
马。”那么，小马驹身上的多处
伤痕又是从何而来？ 周先生表
示，很可能是在运送途中，与牛
发生了撞击而磕伤； 而颈脖处
的伤痕， 很可能是它在挣脱缰
绳时弄伤的。

■记者 杨昱

旅游带动+产业扶贫，永州市双牌县让昔日青山变“金山”

背靠青山做文章走出绿色脱贫路
《受伤小马驹迷路，撞门“求助”安监局》后续

受伤小马驹“找”到了主人

5月7日，马主人周先生领回了丢失的小马驹。 （读者供图）

精准扶贫在三湘
·7县市摘帽

双牌县位于永州市中腹， 是一个集山
区、林区、水淹区于一体的省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该县总面积175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面积14.16万亩，林业用地面积达235.65万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89.7%，人均林业用地
面积11.38亩，大体呈现“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格局。

近年来，双牌县委、县政府秉承“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寻找到了一条“靠山吃山”的绿色发展之路。2014年，该县贫困
发生率还在18%左右， 而2017年底， 贫困发生率直线降低到
0.92%。今年4月，双牌县脱贫摘帽。

■记者 李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