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6日，位于株洲文化园的株洲市群众艺术馆新馆湖水环绕、
环境优美。该馆改扩建工程于去年6月动工，预计下月初可建成开
馆。 记者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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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辉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民生银行侯家塘支行 20
15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29564201，
声明作废。

◆张苗遗失湖南省行政执法证，
证号：湘 01065801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车嘟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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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海云，电话 18707359687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明帆农产品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MA4L460G2D）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代码 4300164320，号码 100496
83；代码 4300174320，号码
08866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沛然水果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
票号码 061771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县老粮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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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怡，13875862303

遗失声明
安乡县薪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安乡县支行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
G994307210002785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阳县城郊乡郑四成采石场遗
失桂阳县国家税务局颁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28221964081009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常青藤装饰工程设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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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电话 18008417383

遗失声明
长沙华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5055849175）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143
001210128，号码 16134301
至 161343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融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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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奋飞，电话 13907487899

遗失声明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
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16
3130，发票号码：0670335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初味馆餐厅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
码：4300174320，发票号码：1716
1188、171612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添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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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斌 电话:13973163797

注销公告
长沙创进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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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电话 18680728600

◆胡雅潼（单亲，母亲：胡静）遗
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8141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金力锁城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1168034648
53)遗失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 谭 巧（433130199510131543）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银星路 555
号龙湖 * 湘风原著 G8 栋 503
号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
为（141）湘地现 05431569，2016
年 03月 29 日开具的)第四联，缴
纳契税 3674.96 元，声明作废。

◆石亚可(父亲:石海波，母亲:宗
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296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 浩 兵 遗 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类型：
专职律师，执业证号：143012
00510233680，流水号：10706
851，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日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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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日和，电话 139250291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杨大师鸭爪爪
餐饮店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四十一份，发票代
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05782385-05782425，声明作废。

根据 2018 年 7 月 3 日通道侗族自
治县金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存续分立为通道侗
族自治县金农科技有限公司和
新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顺安物
流有限公司,原本公司的债务由
分立后的通道侗族自治县顺安
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分
立后,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 251 万元)从 251 万元减至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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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居安
电话 15399959361。
通道侗族自治县金农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7 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金农科技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王博玄(父亲:王庆，母亲:王桂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0666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青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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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学清 15273938248

注销公告
隆回县腾达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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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红科，电话 15211927888

注销公告
隆回金腾达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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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建辉，电话 13975988826

注销公告
隆回腾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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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辉，电话 13975988826

遗失声明
湖南三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1026
00075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顺捷运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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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明，电话 13574457998

遗失声明
岳阳县许记蜂蜜店遗失岳阳县
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5 日核发 43
0621600280629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日帆农产品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02399531283H）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代码 4300171320，号码 078979
46、0789794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乐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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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 电话:1520029080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霞霞包点店遗失
长沙市岳麓分局 2016 年 10 月 18
日成立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编
码 43250319930708702401 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码 JY24301040263194，
声明作废。

◆赵刚，男，遗失中南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报到证，证号：2017105331016
77，声明作废。

破产公告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根据
湖南环达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
案， 并指定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
所担任湖南环达公路桥梁建设
总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债权人
应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向破
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257 号环达
大厦 3 楼；负责人：李伟贤；联
系电话：0731-85647981,0731-
89723940）申报债权。 本院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点 00
分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
路 257 号环达大厦 407 室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请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准时参加债权
人会议。 特此公告。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七月六日

遗失声明
株洲县金龙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4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22100000713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泰希姿商业管理（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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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18274952810

遗失声明
长沙百信建材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07 年 4 月 2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2002288。 另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西展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新
晃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4300171350,号码:03
885372,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威威涂装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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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辉 18692107888

遗失声明
湖南博洋幕墙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银行怀化金怀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9140104092000
88577，核准号：J56700019513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果良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
分局 2004 年 5 月 8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302600070157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恒嘉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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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恒盛，电话 13975599555

遗失声明
湖南海泰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7 年 12 月 18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179236615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棚户区房屋改造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株洲县地税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215635325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佶鑫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344819749
5）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记账联），代码 43001741
30，号码 008677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上吉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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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强，电话 15873132215

注销公告
双牌县春晓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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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联系人:王小林 1387485194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豪天顺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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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冠豪，电话 15575019911

注销公告
株洲安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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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曾荣 15343330884

遗失声明
湘雅常德医院遗失湖南省医疗
住院收费（空白）四联票据一
份，湘财通字（2018），发票号
码：006669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舒辉体育用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08 年 10 月 2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05600145816（1-1）及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5262219
79012227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唯殊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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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平，电话 13707318052

◆蒋沐阳（父亲：蒋昆宏，母亲：肖
开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Q430070449，声明作废。

◆石田明遗失湘 AB6195 道路运输
证:430121012543，声明作废。

◆包安琪（父亲:包国富，母亲：刘
小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72246，声明作废。

◆刘希禹(父亲:刘迎春，母亲:谢
庆)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2667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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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7月6日讯 自己看
广告买了假药吃， 觉得疗效
好， 转手卖给他人。 近日，溆
浦县人民法院宣判了这起怀
化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被告人舒某因犯
销售假药罪， 被判处拘役四
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千元； 并于判决生
效后三十日内在省级以上新
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判决
生效后， 被告人舒某已主动
履行了全部义务。

被告人舒某患哮喘病多
年未愈。2014年4月份左右，
舒某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市疑
难病康复治疗中心”有治疗哮
喘病的药品广告， 遂联系购
买，此后，舒某收到了“喘咳冲
剂”“通经蠲痹胶囊” 两种药
品。 舒某自己及亲友服用后，
自我感觉有一定疗效。

随后，舒某考虑到自己需
长期服药开销较大，遂产生向
他人销售该药品赚取差价以
供自己购药治病的想法。自
2014年上半年至2017年8月
份，舒某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
可的情况下，通过上述方式购
买了价值9000余元的“喘咳
冲剂” 和“通经蠲痹胶囊”药
物。为便于推销，还购买了一
辆摩托车，在车前挂上一块写

着“气管炎、哮喘、风湿、颈肩腰
腿疼，皮肤病特效药，服药当天
见效，2-4个疗程可根治” 的广
告牌，将“喘咳冲剂”（每包进价
50元），以每包80元、100元、120
元不等；“通经蠲痹胶囊”（每瓶
进价25元），以每瓶40元的价格
销售给被害人刘某某等9人，将
获取的差价5000元用于自己购
买“喘咳冲剂”治病。

经怀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认定， 被告人舒某所销售
的“喘咳冲剂”和“通经蠲痹胶
囊”均为假药。

公诉机关指控， 舒某明知
是假药而销售， 应当以销售假
药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
机关以舒某销售假药的行为侵
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
由，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认为， 被告人舒某的
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 被告
人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真
诚认罪悔罪， 依法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被告人销售的假药，
可能有部分未被患者服用，其
有义务予以追回并销毁， 以免
继续危害患者健康。 其销售的
已被患者服用的假药， 已损害
了患者的权益，应当赔礼道歉。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程欣鑫
林嘉韵 通讯员 朱泽林 夏韵

本报7月6日讯 近日，因
涉嫌开设赌场罪， 犯罪嫌疑
人王某波、苏某龙、王某灿、
黄某补、 黄某文被双峰县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4年底，王某伟（已判
决）和张某辉（已判决）开设
赌博网站， 以彩票游戏和真
人娱乐等赌博方式接受参赌
人员下注从中获利。 而王某
波、 苏某龙等作为网站管理
和运营人员，分得部分股份。

经查， 自2014年7月30
日至2016年8月16日，赌博网
站会员达15万人， 资金投注

额达12亿余元。 王某波从赌场
获利300余万， 苏某龙获利200
万元左右， 王某灿获利30万左
右， 黄某补获利100万左右、黄
某文获利20万左右。

最终， 因犯开设赌场罪，王
某波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500000元；苏某龙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300000
元；王某灿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黄
某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300000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季凡
实习生 刘颖 覃梦娟 瞿魏娟

本报7月6日讯 国网株洲供
电公司昨天召开的专门会议通
报说， 该市今年夏季用电高峰
即将来临，电力供需矛盾凸显，
缺口约15万千瓦， 目前该市已
制定相关预案确保有序用电。

入夏来， 株洲地区维持高
温晴热天气， 用电负荷急剧攀
升， 目前株洲地区网供最大负
荷近200万千瓦，较上年同期增
长31.3%。根据预测，株洲地区
今夏最高负荷215万千瓦，同比
增长10%。用电高峰将从7月持
续到8月。

鉴于这一情况， 在株洲市
经信委主导下， 国网株洲供电
公司编制了《株洲电网迎峰度
夏期间局部供电能力有序用电
预案及事故限电序位表》。该市
将优先保障民生生活和涉及公
众利益、医院学校、应急指挥和
处置部门等重要用电单位的电
力供应，首先限制景观照明、亮
化工程、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
重点限制关停淘汰类、 过剩产
能和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破坏
供电秩序企业的用电， 压限部
分企业不合理用电需求。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姗

假药转手卖，获刑并被判赔礼道歉
怀化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宣判

株洲今夏电力缺口
约15万千瓦

开网络赌场涉案12亿，5男子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