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9日，在泰国清莱一处军用机场，救援人员将获救少年足球队成员从直升机转移到救护车上。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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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龙窖山生态龙业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湘
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5572000398302，声明作废。

公 告
因周维坤（身份证号：340621
1990****3634）履行 2016 年 11
月签订的编号 ZL0002167 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
此告知：见本公告 7 日内请将
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刘涛身份证于 2018 年 7 月 1
日遗失，证号 430602199103126
519，声明作废。

◆邝达遗失律师执业证一本，执
业证号：14301201710499122，
声明作废。

◆文志军遗失中级经济师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取得资格时间:
2009 年，证号:08059748，特此
声明作废。

◆包戴源(父亲:包彬，母亲:
杨秀珍)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L430662257，声明作废。

◆吴芮婵（父亲：吴天喜，母亲：高
冬芝）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537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宜章县户全农机营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22
3256554789）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金骏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耒阳市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19
日核发 91430481MA4PMUWA
4C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徐攀）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特利数码产品商
行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2219820829710701， 发 票
领用簿遗失。 长沙银行开户
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51000
7605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捷农农机专业合
作联社全体成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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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代勤
电话:1597421984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智友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决议解散本公司， 并于同日
成立了清算组， 营业执照注册
号 18615571-2，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徐智
谋 联系电话：13277049888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智友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交通违法处理公告
胡满之，女，身份证号 4306
21197208240449， 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在我大队门前
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行为， 你于公告刊出日期 7
日内到东丽湖大队接受处
理，逾期未到将直接对你作
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处罚。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
丽支队东丽湖大队

遗失声明
黄巍因保管不当不慎遗失由众
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0 份；发票代码：4300172130，
发票号码：02560193-02560
200；02560357-02560358；交
强内置帖 131880；特此声明。

一、项目概况
长沙戴湘汽配科技有限公司拟
投资 35000 万元在长沙市望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航空路 167 号
建设长沙戴湘个性化轮毂一期
项目。 项目用地 115 亩，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联合厂房、成品库
及配套设施， 加工工艺包括熔
铸、热处理、机加工、前处理、涂
装等。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
产 200 万铝合金个性化轮毂。
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相
关规划要求；在严格执行“三同
时”制度，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
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治
措施的前提下， 从环境保护的
角度看，项目建设可行。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对本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的认
识； 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
建议； 对本工程建设的态度；以
及公众关心的其它相关环境问题。
四、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长沙戴湘汽配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海平
电话：13548642175

长沙戴湘个性化轮毂一期项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迪航粮油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 2009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1046000814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广韬电子通信
器材商行遗失已作废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
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000781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南湖新区品味湖景餐厅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
0164320，号码 08848724；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71455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云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南湖分局 2016
年 6 月 2 日核发 91430600MA4
L4PBT0P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桂冠疗养院有限责任公
司桂冠国际酒店遗失张家界市
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核发 91
430800329460619R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国芳废旧物资收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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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芳，电话 13973553620

遗失声明
湖南盈泰贸易有限公司(纳税
人 识 别 号 ：91430000696234
445A)遗失湖南省增值税专用
发票 8 份；发票代码：430011
4140，发票号码：01965078 -
01965085；另遗失单位发票
购领簿；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
17）湘 0102 执 3541-2 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冯芳竹
名下位于芙蓉区人民东路 516 号
西街花园三期 2 栋 301 号房屋、权
证号码为：长国用（2011）第 09
97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鸿宝进口名车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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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庆华 18073358349

注销公告
湖南泊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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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吟，电话 18707385288

注销公告
长沙莘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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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媛媛，电话 15874000843

减资公告
蓝山县鑫顺矿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由原人民
币 3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800
万元。 请各债权人见报后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席大霞 电话:13107268155

减资公告
长沙泽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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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梓毓，电话 18601396673

遗失声明
长沙县双华木业加工厂遗失湖
南省长沙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43012174835179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顺品郎酒业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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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岩，电话 18673732508

注销公告
长沙朗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朱凯，电话 15700706007

注销公告
岳阳市益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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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0730-8888813

遗失声明
临湘黄盖湖沈师傅家电店遗
失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6 月 8 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826001561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盈万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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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冬，电话 15367388222

遗失声明
长沙江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12 月 12 日核发 9143
0121055841819U 营业执照正
本；遗失公章、法人私章（蒋京
锋）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田县支行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659000021202,开户行:中国
农业银行新田县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鑫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63320,发票号码:12
7442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光彩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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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凌 13995508035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彭长辉遗失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 年 4 月 24 日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46004209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仟佰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吉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1 年 3 月 21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31010000098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龙头机械厂经股东会
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彭亮，电话 13397331618

注销公告
湖南省华威金融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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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成 电话:15101149928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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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衡阳鑫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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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久红，电话 15197448815

注销公告
资兴市钟祥蔬菜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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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祥，电话 18670291424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君山友缘茶庄经 投资
人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陈先生，电话:1390840819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奥城
D2 区业主委员会不慎遗失在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夏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47258401，预留
的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艺帆亮化广告有限公司李资
景遗失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 证号湘国: 税登字
430124396196619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博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金税盘，盘号 44-661708
93179，声明作废。

“他们都很安全”

“海豹突击队”10日晚间
在社交媒体“脸书”写道：“我
们无法确定这是奇迹、 是科
学还是什么。12名‘野猪’足
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从
洞中脱险，他们很安全。”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
“野猪”， 来自清莱府湄赛县
一所学校。 球队由12名11岁
至16岁少年和一名25岁教练
组成，6月23日训练结束后进
入洞穴群探险， 因为强降雨
灌入洞穴、 阻断路径而无法
脱身；7月2日由国际救援人
员和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
豹突击队”找到。

经过多日考虑， 救援人
员决定以潜水方式营救受困
人员，8日和9日分两批救出8
名成员。最后一批获救的5人
10日陆续由担架被抬出洞
穴，随后由直升机送往医院。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

沙他那功说， 与前两日的救援
相比，10日的救援速度更快，共
计19名潜水员参与。

“海豹突击队”说，最后一
批足球队员和教练获救后，三
名在洞穴中陪伴他们的“海豹
突击队” 队员和一名军医最后
离开洞穴。

国际足联主席发出邀约

受困足球队成员全部安全
获救的消息传出后， 在一处地
方政府办公楼等待的志愿者和
媒体记者发出欢呼声。

欢呼和庆祝中夹杂着忧
伤。营救过程中，一名前海豹突
击队员6日连夜潜水往洞穴内
运送氧气罐， 出洞途中陷入昏
迷溺亡，引发震惊和悲伤。

现阶段尚不清楚最后一批
获救5人的健康情况。先前获救
的8名队员情况稳定，两人疑似
肺部感染。 医生仅允许他们食
用口味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

不过， 一些少年则要求吃口味
浓重的泰国菜， 还有人在面包
上涂抹巧克力酱。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
蒂诺前几天致信泰国足协，表
示如果这批小球员及时获救，
很乐意邀请他们赴俄罗斯观看
7月15日世界杯决赛。

然而，医生要求获救人员
留在医院观察一周。 这意味
着，他们可能无法接受国际足
联邀约。

■据新华社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7月
10日在救援情况通报记者会上表
示， 泰国救援人员在渔民的帮助
下又发现3具遗体，基本可以确认
为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 因此目
前确认遇难人数上升至45人，仍
有2人生死不明。

诺拉帕说，从发现地点、遗体
特征来看，基本确定新发现的3具
遗体为“凤凰”号游船翻沉事故遇

难者，具体身份需待家属辨认。
至此，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上

升至45人， 其中44人已经完成打
捞。此外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遇
难者及失联者均为中国游客。

泰国第8区警察总指挥素拉沙
说，目前对于事故的追责仍在进行
中，警方已对事故相关责任人进行
起诉和逮捕。

■据新华社

受困18天，泰国探险人员全部获救 国际足联主席曾致信泰国足协发出邀约

少年足球队安全“洞出”或赴世界杯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遇难人数升至45人

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7月10日说，救援
人员当天营救出受困洞穴的最后4名足球队员
和一名教练。至此，受困13名成员全部获救，没
有生命危险，救援结束。

链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