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3日，耒阳市大市镇蒲兴小学6
名学生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时候私自下河
游泳，发生溺水事故，两名学生死亡。

●6月2日，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

枫林口村两名10岁男童， 疑因在附近池
塘钓鱼时失足落水，不幸溺水身亡。

●6月12日晚，宁乡一知名企业家在
白马桥水库附近游泳时不幸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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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株洲日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株洲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0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02001003396，声明作废。

公司减资公告
岳阳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从
3500 万元减至 1000 万元 ，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担保。 联系人:董总
电话:17716733055

遗失声明
株洲兜兜帮厨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元
分局 2017年 3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211MA4LG3615N，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桑植县鸽子花土蜂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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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科宁 13707446711

注销公告
桑植县湘西密码蜜蜂养殖专业合
作社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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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科宁 13707446711

注销公告
桑植县鸽子花黑猪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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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科宁 13707446711

注销公告
郴州市佰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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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桂梅，电话 13975767773

遗失声明
岳阳县彭记特色牛骨粉店遗失岳
阳县工商局 2017 年 2 月 13 日核
发 92430621MA4LBGUD4F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前之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8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300MA4M6AJ3X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飞奔办公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6 年 7 月 7 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2MA4
L5CAJ2B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八
一路税务分局核发的发票购领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映雪堂农林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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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5900008212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荣昌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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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德华，电话 13017215308

解散（清算）公告
华容欣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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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电话 13974060996

遗失声明
沅陵县南方家具城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3份,代码:043001
700107,号码:06604738、0660
4748、066047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瑞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联：记
账联（销售方记账凭证），发
票号码：02209916，发票代码：
4300172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口镇田家湾庄上坪页岩砖厂
遗失麻阳县国税局和地税局核
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3
0251954101550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潇湘佳美影城文化传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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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向前，电话 13974674489

注销公告
耒阳市飞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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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电话 18973491909。

注销公告
湖南君临假日酒店管理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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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祥文 13871508758。

注销公告
湖南凡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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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晓晋，电话 13142260208

注销公告
长沙快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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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宇，电话 13142260208

清算公告
衡阳市据点网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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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电话 18773499642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三志标识标牌制
作部（统一信用代码 924301
02MA4M18BW32）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哥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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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电话：15575973808

遗失声明
湖南焱森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方税务局颁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3060232066951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中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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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学军，电话 18007319199

遗失声明
长沙悦达印务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望城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22095919457，声明作废。

◆董友良，男，身份证号码：43
0122195908074015， 系 望 城
铜官物流园二期代征项目拆
迁户，限价房指标为 330 平方，
购房证明编号：望征证[2018]
6376 号，因保管不当，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君山区君荷湘莲专业合作
社经 社委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曹洪寅 18673078600

清算公告
衡阳市旭能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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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清，电话 15573498183

注销公告
株洲市圣誉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杨
文，电话：13973398918

◆冯熙媛(父亲:冯伟，母亲:
夏永会)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K4306924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诺臻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2
年 5 月 9日核发 4301030001047
95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祥发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金税盘不慎遗失， 税号：9143
3130MA4LA43H7M，盘号：
6616213069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鑫龙喷绘写真制作中
心遗失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7000
215240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 G7043060200215240L，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临港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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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彬，电话 13469268943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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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吴
辉遗失报到证，编号：20091
2598301671，声明作废。

◆陈思颖（父亲：陈兵，母亲：欧江
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09439，声明作废。

◆黄元程(父亲:黄兴，母亲:
吴易容)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I430575995，声明作废。

◆曾蒽艺，（父亲：曾钦星，母亲：
郑敏芝）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859525，声明作废。

◆邹翔宇（父亲，邹振华，母亲，
李群） 出生证明遗失， 编号
Q430185084，声明作废。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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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刘欣怡（父亲：刘继国，母亲：邓
霞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248984，声明作废。
◆段镇海、段政浓(父亲:段荣昌，
母亲:张春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分别为：O431073872、
L430874191，声明作废。
◆肖伟泽（父亲：肖映兵，母亲：徐
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592454，声明作废。
◆刘晨馨(父亲:刘永强，母亲:彭
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1027168，声明作废。

◆义永雄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1125000833,声明作废。
◆龙炳开遗失由耒阳市卫生局核
发的编码为 110430481000118 的
医师执业证书，声明作废。

◆黎旭彬（父亲：黎孝平，母亲：曹
一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32723，声明作废。

◆许志杰（父亲:许波 ,母亲:曾
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G430897197,声明作废。

◆严鹏（湘 A2B38P）遗失交
强险保单 QBAS1800222721；
交强险标志 QJBA18060882
23；商业险保单 CFBA1809
468687；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曹萍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411342203084，声明作废。
◆黄靖涵(父亲:黄建，母亲:李利
花)遗失 2011 年 11 月 16 日原湖
南省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覃森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8
11528300174，声明作废。

◆吴洛依（母亲：吴美其，父亲：吴
志勋）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783965，声明作废。

◆陈景皓（父亲：陈明勇，母亲：戴
家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34274，声明作废。

◆李晨(父亲:李维泉，母亲:刘琼
琼)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23913，声明作废。

◆夏壹景（父亲：夏有成，母亲：夏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32756，声明作废。

◆刘馨玥（父亲，肖鹏，母亲，
刘丽） 出生证明遗失， 编号
M430067144，声明作废。

◆梁乐轩，父亲:王军，母亲:梁
湘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180081，声明作废。

高温天气持续，又恰逢暑假来临，
选择“野泳”避暑的市民日渐增多，溺
水事件也时有发生。7月5日， 长沙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水警大队公布长沙市
9大溺亡高发危险水域的位置，并发出
安全警示， 提醒市民特别是学生家长
注意。

发布：这九大“夺命水域”很危险

这9个溺亡高发的危险水域分别
为：黑石铺大桥下东岸水域、猴子石大
桥下东岸水域、盐码头水域(南湖路口
附近)、杜甫江阁水域至橘子洲大桥水
域、文津码头、战备码头（橘洲）、中山
码头（万达广场对面）、风帆广场亲水
平台附近、 浏阳河沿线亲水平台。其
中，盐码头、中山码头下水道路已被当
地政府封堵。

“这些危险水域，水底情况往往都
比较复杂， 远比表面看上去要危险。”
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水警大队民警
曹元煜说，黑石铺大桥、猴子石大桥下
有大片浅滩，并且有大桥遮挡阳光，附
近水域成了不少人爱好的游泳场所。
但是，由于桥墩对江水的阻隔，江水流
速会迅速加快， 有的甚至加快一倍以
上，并形成漩涡，游泳者很容易被冲走
或失控陷入漩涡。

杜甫江阁至橘子洲大桥、 文津码
头、 战备码头一带由于沿岸途经或停
泊的船舶较多，造成水流在这里变急，
船舶的螺旋桨、 电缆等都会成为游泳
爱好者的“杀手”。

风帆广场亲水平台附近， 有一个
微陡的斜坡长期长有青苔， 人踩上去
容易打滑摔进水里。该处平时游客、游
泳者较多，人多眼杂，一旦溺水往往难
以被及时发现。

现场：江中野泳者众多无安全措施

4日上午，记者跟随水警乘坐巡逻艇
来到湘江水面，在杜甫江阁沿线、文津码
头附近发现多名游泳者，试图往江心游，
且未携带救生圈、安全气囊等防护设备。

同日下午6时30分，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风帆广场亲水平台看到， 尽管岸边竖
有禁止下河游泳的警示标志， 却丝毫没
有影响到纳凉者下水， 而下水游泳者，大
多未携带安全气囊及救生圈等防护设备。
“天气太热，到河里降降温。”来自衡阳的李
先生和几名同事在亲水平台附近水域游
泳或戏水，还带了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

曹元煜告诉记者， 根据往年的情况
看， 溺亡的人在游泳时基本上没有采取
安全防护措施。

提醒：当心小孩私自下河游泳

据水警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长
沙上述水域，从2015年开始，因游泳而
溺亡的人数逐年明显减少， 今年截至目
前还没有人因游泳而溺亡。

但长沙水警提醒，进入汛期，长沙水
域水流湍急，水底情况复杂，不适合户外
野泳，尤其要监护好小孩，不要让小孩私
自邀请同学下河游泳， 容易发生溺水群
死事故。此外，水警提醒，遇见溺水事件
应立即报警，请专业人员救助，市民不要
盲目下水施救，避免发生衍生事故。

据了解， 长沙水警除了加强下午4
时至7时、夜间8时至11时的水陆联动巡
查，还与湘江水域水上企业合作，建立了
2个紧急救助点， 并投放了救生圈等设
备，一旦市民有危险，会立即组织施救。
“去年救助溺水群众6人，今年已经救了
2人。”曹元煜介绍。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田钊

本报7月5日讯 暑假
来了，请收下这份暑期福利
吧！ 为提高体育场馆利用
率，为全民健身提供有利条
件，长沙将逐步扩大中小学
体育场馆开放范围。今年暑
假，将有长沙市11中、长沙
市15中、燕山小学等141所
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另
外长沙市六中、 长铁一中、
长沙外国语学校因场馆维
修、建设等原因不能开放。

据介绍， 学校开放的

场地包括体育馆、田径场、
足球场等。 开放对象以本
校学生为主， 鼓励家长参
加亲子体育活动。 同时还
包括学区内学生、 学校周
边社区居民， 以及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 长沙市
教育局要求 ，2017-2018
学年度暑假， 开放时间原
则上30天， 从7月14日-8
月14日， 每天开放时间应
保证在5小时以上。具体开
放时间由学校根据放假时

间和实际情况确定， 并在开
放前10天向社区公示。

为了加强管理， 学校要
与所在社区做好衔接工作，
协调社区为有意向入校锻炼
的居民办理“出入证”，并将
办理了证件的居民名单汇总
交社区对应的开放学校。同
时， 还要为申请入校锻炼的
学生和办理了“出入证”的居
民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野泳危险！ 九大“夺命水域”请远离
长沙水警公布高危水域位置并发安全警示 提醒市民尤其当心孩子私自下河

链接 入夏以来，溺亡事件频发

长沙141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4日下午，市民在长沙风帆广场亲水平台附近游泳、戏水。 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