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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醴陵市东富镇召江引线厂(普
通合伙)遗失醴陵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6月 1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代码
91430281090887943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盈辉钢结构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6年 5月 10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54905039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林旺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8600 万元减至 12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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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磊 15364133888

遗失声明
湖南省技术创新方法研究会遗
失领购本一本，购领证号是 14
42，湖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自轨湘财通知【2015】收据号
是 00085301-0008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区艺先锋培训学校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株洲中心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2792502，另遗失株洲市
芦淞区艺先锋培训学校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M5143020
300279250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迪航粮油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国家税务局岳麓分
局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12219721004111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玉之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税号 430105395921559，另
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姜文献包点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2年 7月 27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1046002682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冠昌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红星美凯龙湘潭九华商场
箭牌质保金两张收据（凭据单
号 00024811、00024750），金额 6
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方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岳阳分公司遗失平江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局 2017年 6 月
12 日核发 91430626MA4LHA
6790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瑞富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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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曾祥云 18873976199

减资公告
隆回县康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85万元人民币减至 52 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康忠全 18873976199

减资公告
隆回金棒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70 万元人民币减至 40 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康忠全 18873976199

减资公告
隆回移民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208 万元人民币减至 36 万元
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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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 联系人:康忠全 18873976199

减资公告
隆回县奇龙金银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90万元人民币减至 75 万元人
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罗贞奇 18873976199

注销公告
永兴县弘丰有色金属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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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雄，电话 1817550466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助
产专业沈冰清遗失毕业证，编号 12
73912017060006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吉利如意酒楼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7 月 29 日颁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3026002
385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汉康医院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经合伙人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伙企业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余女士
电话:0731-88571577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东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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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伟东 电话:13707305731

遗失声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遗失收款收据，收据代码
201208060001，收据号 1101800
1-11020000、11054001-11056000、
11362001-11364000、11396001-
11398000、11590001-11592000，
收据代码 143001460020 ,收据号
2198001-2200000，收据代码 20
1504160001，收据号 10176001-
10178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夏青兰遗失怀化市工商局鹤城
分局 2017 年 6月 6日核发代码
92431202MA4LQN18XB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昊之然休闲会所遗失沅
陵县食药工质监管局 2017 年 7
月 24日核发代码 92431222MA
4LXQK87H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玛喜达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03325687939
J）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 4300174320， 号 码 19266
299、19266306、19266313，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辉医药有限公司（税号
914301057880352164） 遗 失
空白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50 份，
发票代码 143001010128，发票
号码 27486201至 27486250；遗
失税控收款机，编号 004110193
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圣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
14年 10月 29日换发的 430600
000035939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赞盛帐篷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21MA4M596G59）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发票联），代码 4300171130，
号码 053227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三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湘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年 9月 27 日
核发 91430624MA4L6KGJ80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7 年 5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05092583660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大美康美容咨询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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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秋良，
电话:13973356666

遗失声明
国药控股长沙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
代码：4300164350，发票号码：
00244321;发票代码 ：430016
4350，发票号码：00244320，特
此声明作废。

致： 岳阳汉森酒店有限公司、肖
汉、吴芳（以下简称“各债务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依据中长资
（湘）合字【2015】209 号《债务重
组协议》及（2017）湘民初 16 号
《民事调解书》 对岳阳汉森酒店
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债权本金 20000 万
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等）及包括抵押和保证担保在
内的全部附属权利，已经依法转
让给岳阳阳光壹佰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请各债务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向岳阳阳光壹佰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履行清偿债务/担保责
任及相关义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
岳阳阳光壹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岳阳阳光壹佰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
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杉龄时尚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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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子耘，电话：18673190792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7）湘 0102 执 3541-1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冯芳竹名
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体育馆路
1 号奥克大厦 507 号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07）第 003535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菀草壹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世纪金源置业购物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质量保证金
收据，金额 58401，票号:�017
78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滨玮幕墙装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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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伟 15873333303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三顺超市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
分局 2016 年 9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3080260017081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云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根据 2018 年 7 月 2 日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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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李
伟文；电话：15074784259

遗失声明
湖南金太阳大酒店有限公司蒸
有味华人快餐阳光二分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7
8048470T)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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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美阳(身份证号码:430121
19840301572X)遗失长沙市望
城区拆迁安置限价商品房购房
证明原件，证号:望征证[2018]
5762号，声明作废。

◆邓垚彬（父亲：邓灿华，母亲：王
红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24279，声明作废。

◆刘欣颖（父亲：刘爱国，母亲：赵
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00054，声明作废。

◆戴先德、戴美叶（父亲：戴春元，
母亲：林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
证明， 编号分别为：O430048471、
P430936641，声明作废。

◆黄夏延（父亲：黄强国，母亲：朱
珍)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609664，声明作废。

◆黄筠玲（父亲：黄华栋，母亲：李
巧岚)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35592，声明作废。

◆何梦琪(父亲：何化寒，母亲:许明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H4302884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汤意辉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10 月 11 日 核 发
92430382MA4M2TEQ68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
4LFTTY7H）遗失公司的印鉴卡，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向东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8 年 3 月 21 日 核 发
92430382MA4PEU1R2C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中花投资管理中心(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夏赞秋 18570358787

注销公告
长沙中赞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夏赞秋 18570358787

7月11日，长沙市民刘女
士说，前两周，小区游泳馆开
放了，“经常看到有妈妈带着
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进到女
更衣室换衣服。”

在刘女士所在小区的游
泳馆内，记者看到，女性更衣
室内并没有隔间， 前来游泳
的女性只能直接站在储物柜
前换衣服， 或用储物柜门稍
微遮挡。

“会注意遮挡，但小孩调
皮， 有时还会在更衣室内跑
来跑去，感觉很尴尬。”刘女
士说， 自己曾对此类家长提
出异议，但家长普遍认为，孩
子还小，并无大碍。

该游泳馆管理人员则表示，
不会容许太大的男孩进入女性
更衣室，但并没有明文规定，“你
如果介意，可以去卫生间里换衣
服。”

对于在女性更衣室内总是碰
见“小男孩”一事，广大消费者的
态度如何？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多数女性消费者认为，仅能接受3
岁以下幼儿进入异性更衣室。

“如果真的像这些家长认为
的没关系，为什么很少有爸爸把女
儿带进更衣室？”“有些家长还挺
凶，但心里真的会介意。”随机采访
中， 多名年轻女性消费者表示，曾
在游泳馆的女性更衣室内遇到过
年龄约在3至6岁之间的男孩。

泳池尴尬:女更衣室内总碰到小男孩
家长带异性孩子进更衣室引争议 专家提醒：2岁半到3岁幼儿已开始有性别意识

不仅仅是游泳馆， 温泉馆等需
要换衣的场所也在所难免地出现家
长带着异性小孩进入换衣的情况。
家长这样的举动真的合适吗？

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接
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3岁
以前，孩子属于幼儿时期，是个性、
性别意识养成的一个关键阶段，“2
岁半到3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性别
意识”。她认为，出于孩子健康成长
的角度考虑， 家长应在这一阶段帮
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性别观念和意
识，以避免出现心理性早熟，影响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正确的性格养成，
“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就不再适
合带入异性更衣室了。”

对于家长独自带着异性孩子前
去游泳馆等有换装需求的场所消费
时，应如何处理？多数消费者认为，
可效仿商场的母婴室、亲子卫生间，
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提供“亲子更衣
室”，这样既能够解决尴尬，又能让
带孩子的家长放心。

对此， 湖南省游泳馆的工作人
员就表示，场馆在今年9月将进行翻
修重装， 届时或许会考虑设置此类
“亲子第三更衣室”。

专家说法

孩子2岁半以后
不宜再带入异性更衣室

日前， 一则武汉女孩吐槽有家长带着七八岁大小
的男孩进入女性更衣室，反而被怼“丢了你负责吗”的
新闻引发网友热议。

盛夏时节，游泳馆迎来生意最好的时候。在长沙，
妈妈带着“年龄尚小”的小男孩进入女性更衣室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采访中，多数女性表示，这确实造成了心
理困扰。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长沙市内并未
有游泳馆设立专门的亲子“第三更衣室”，在解决“家长
带异性孩子进更衣室”问题时，一般仅靠“工作人员来判
断可否”。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杨金浩

长沙市内其他游泳馆的情
况如何？7月10日，记者随机对长
沙市内多家游泳馆进行采访发
现，仅有很少的游泳馆做出“禁
止带异性小孩进入更衣室”的明
文规定，尚未发现设立“亲子更
衣室”或“第三更衣室”的场馆。

湖南省游泳馆更衣室入口
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对两三岁
的孩子还是会理解， 让家长带
进去， 再大一点就绝对不允许
带进去了，“我们有工作人员可
以帮家长把小孩带进去换好衣
服再交还给她。”

华驰体育恒温游泳馆荣悦
台店的工作人员则说，对于进入
异性更衣室的孩子年龄并未明

确设限，一两岁的小孩家长要带
进去不会特别阻止，但是五六岁
那种比较大的就不会允许了。

美知乐室内恒温游泳馆工
作人员坦言， 虽然游泳馆不允
许将异性小朋友带入更衣室，
但仍会有个别妈妈强行要将小
孩带入，“多数年纪较小， 要拦
也拦不住。”

采访中， 仅贺龙体育场一
健游泳俱乐部的颜经理明确表
示，考虑到男女有别，游泳馆不
容许小孩子进入异性更衣室，
家长不放心的话， 可以托人帮
忙把小朋友带进去， 也可以让
工作人员带进去换衣， 应该不
存在弄丢的危险。

【尴尬】总在女性更衣室内碰到小男孩 【调查】多数游泳馆无明文禁止，靠人工判断

长沙市内游泳馆并未明文禁止家长带异性小孩进入更衣室。记者朱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