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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转让通知书
候坤、张田、张世银：
投保人候坤为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德分行火车站支行
（被保险人，以下简称“中行
常德火车站支行”）贷款向我
公司投保了商户小额贷款保证
保险，因该保险标的贷款逾期，
我公司向中行常德火车站支行
先予赔付了人民币 320358.30 元，
我公司赔付后，中行常德火车
站支行依法将该项保险标的的
所有权益以及对任何第三者之
追偿权在保险赔偿金额范围内
转让给了我公司，我公司依法
取得并代位行使中行常德火车
站支行对你方所拥有的债权 32
0358.30 元本金及利息及该债
权上的担保权益。 候坤作为借
款人，张田、张世银作为保证
人，请你方自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向我公司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偿还上述债务。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8年 5月 18日

根据 2018 年 4 月 27 日湖南多旺
食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从
2000万元减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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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7602979
联系人：肖春香

湖南多旺食品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湖南多旺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花垣县中亿佰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4 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
3124000013401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顺县九官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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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冰，电话：1557696028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瑞都时尚商务酒店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壹份，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
票号码 078992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布斑加青年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编
码：43010501135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佳利泰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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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
联系电话：18673177071

公司转让公告
经股东决议，湖南华仁天德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转让，转
让前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全体
股东及法人承担，受让方不承担
任何的责任和义务，请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对转让公司
债务进行清偿。 联系人：欧阳再
斌，联系电话：18900737020

注销公告
湖南零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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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霄，电话：15874141313

遗失声明
蓝山县兴隆林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核发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2
43112700013500I,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贝防水保温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1日核发代码 91430300M
A4L203E8H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欧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芦淞分局 2016 年 10 年 28 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203563508
465B；遗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东有限公司株洲建设路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200
01961402；遗失信用机构代码
证，代码 G1043020300196140K；
遗失公章、法人（瞿庆庆）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利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
1026MA4L3ETU8T)经股东会
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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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田清 电话:18175710746

注销公告
湖南瑞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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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韶山北路 179 号 4 层 Ａ 号房,联
系人:曾为华,电话 15973184138

遗失声明
湖南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吉首乾州分店遗失吉首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4日核发代码 91433101MA4L64
947B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吉首武陵路分店遗失吉首市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4 日核发代码 91433101MA
4L648T56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阳威斯汀体育项目投资有限
公司湘潭分公司遗失湘潭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2016 年
4月 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M
A4L3W031H，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沙坪绣坊街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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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电话:13975894899

湖南沙坪绣坊街置业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8年 5 月 17日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煌荣金属建材
有限公司遗失江华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9 月 5 日
核发代码 91431129MA4L3B1574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煌荣金属建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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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昌永，电话 18153357839

遗失声明
秦仙凤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28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
600106871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晓燕种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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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艳明，
电话 18374173156 清算公告

永州湘九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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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
负责人：文亚群 13907467347 注销公告

湖南沃坤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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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亮
联系电话：17708444777。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雄高石膏板厂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
00077440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 G10430102007
74400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中沙镇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份，
号码 168311123、168317326、
175908314，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君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君，电话 18973008883

遗失声明
汩罗市长川铸造有限公司遗失
汨罗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81580944584H，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荣福堂药房
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杨练云 17773092325

本项目位于长沙市雨花经开区
长沙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一期
基地内，总投资 1000 万元，主要
生产范围为汽车专用车充配电
总成、充电盒、三转七，主要工艺
为焊接、装配、老化。主要大气污
染物为焊接烟尘和喷漆废气，焊
接烟尘采用烟尘净化机处理，喷
漆废气采用 UV 光催化氧化设
备和活性炭处理，然后通过排气
筒排放； 主要水污染物为洗板
水，依托厂区已有废水处理站处
理。废活性炭等危险固废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理。 总体而言，采取
相应措施后本项目对环境影响
较小。 建设单位：长沙市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18973110078
评价机构：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731-83506688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 10 日内，公
众可采取电话，书面信件等方式
反映意见及看法。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
司电源工厂建设项目环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公 示

注销公告
湖南飞跃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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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军，电话 15675050888

注销公告
长沙明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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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郭冀，电话 13973134545

注销公告
株洲畅行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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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朝雄，电话 13873316565

遗失声明
湖南远大云峰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
11MA4M1GT408）遗失财务章
和私章（法人：颜芝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豪帝龙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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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容，电话 13707336666

注销公告
株洲品圣服饰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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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欠妹，电话 13807336497

遗失声明
湖南省陕西商会遗失湖南省社
会团体会费收据 2 份，收据号码
00633505、006335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今添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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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芳，电话 18262058866

注销公告
株洲九天豹服饰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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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永强，电话 15173358999

注销公告
湖南奋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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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检平，电话 15173171379

解散（清算）公告
湘阴饮源净水设备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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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奕，电话 15197006663

遗失声明
长沙吉人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408Y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广厦新村医务室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02 年 3 月 25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3100
10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教后勤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68
5008792F）遗失广发银行预留
的财务专用章和罗西之印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港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7 月 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2-2， 注册号：
430111000020499,遗失地税副
本， 税号：430111790340711，
遗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790340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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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20”到来之际，
您是否还拉着您老伴的
手，一起坐在饭桌前给彼
此一个浪漫的小惊喜？本
来或温馨或浪漫的场景
是否因为老伴没有一口
好牙而兴致寥寥？随着年
龄的增长，两个人互相陪
伴的时间越来越少，也希
望彼此都身体健康、能吃
能喝。

而现实是，我国近年
来口腔健康问题越发严
重，资料显示，我国达到
牙齿健康标准的人不足
百分之一，口腔重疾患病
率连年上升。而人们的口
腔意识又相对薄弱，很多
时候不能及时地处理口
腔问题。因此，美莱口腔
将于5月20日针对广大
缺牙、有口腔疾病的患者
开展“从‘齿’爱吧，美莱
口腔公益活动”， 即日起
市 民 可 以 通 过
0731-82527777报名参
与美莱口腔公益活动，来给
您心爱的人一个好的牙口，
健康的身体。

1. 美莱口腔公益金：
针对50周岁以上的患者进
行牙周、龋坏、拔牙等项
目给予30%到50%的费用
减免。50周岁到70周岁的
种植项目的客户免费升
级全瓷牙冠，或赠送烤瓷
牙冠。

2.对特殊贡献、退伍
老兵等有杰出贡献的老
年人视情况给予种植牙
（指定产品）费用减免。

3.定期知名国内专家
免费会诊、免费CT、治疗
方案。

4.对70周岁以上需要
种植的老年人，视情况给
予种植体（指定产品）费
用的减免。

医院地址：长沙市雨
花区芙蓉中路二段193号
（原长信大酒店）

报名电话：
0731-82527777

从“齿”爱吧，美莱开启口腔公益活动
牙周、龋坏、拔牙等项目治疗费用减免 种植体特惠

美莱口腔公益计划

胡晓建主任细心介绍“即
可种植”微创无痛的特性后，夫
妇两人慢慢打消了疑虑， 接受
了手术建议。

手术过程仅仅持续了30多
分钟，曾先生就下了手术台。术
后也并没有什么不适， 夫妇两

人紧紧握着医生的手表示感谢。
当晚曾先生就能咀嚼平时吃不了
的东西。

在术后回访的过程中，曾先
生回馈在使用的过程中完全感
受不到是后天植入的牙齿，完全
没有异物感，之前吃的东西很讲

究，很多想吃却吃不了，因为咀
嚼功能的恢复， 现在都可以吃
了，天天嚷着要他老伴为他做好
吃的。他除了表示对美莱口腔医
院医生和全体医护人员的感谢
之外，也愿意以后当美莱口腔医
院的忠实粉。

曾先生是一名68岁的水利
局退休职工， 之前牙齿挺好，在
60岁以后牙齿开始松动， 现在
牙齿已经掉了一半，他之前的口
腔健康状况很糟糕， 喜欢抽烟，
并很少护理， 从而导致牙龈病
变，牙周发炎，最后牙齿脱落。

短短的7年，从一口很不错的
牙齿，掉到现在只剩下了一半，牙
齿的缺失导致曾先生平时只能吃
一些软食和流质食物， 身体也日
渐消瘦。老伴心里十分难受，通过
多方打听与考察， 曾先生夫妇来
到了美莱口腔医院， 起初曾先生

夫妇担心种牙手术出血肿胀，手
术时间又长，在手术台上吃不消。
美莱口腔医院种植主任胡晓建和
几名主治医师一起会诊后， 对缺
失牙进行修复，通过全景CT对该
顾客实施了全数字化电脑设计治
疗方案，推荐了即可种植的技术。

案例 爱抽烟、少护理，68岁老人牙齿脱落

镜头 不疼、不折腾，种牙当天恢复咀嚼

活动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