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乡红心村的几名果农在采摘李
子。该乡脆红李项目有效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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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取名余建国），
男， 约 60 岁， 身高约
158cm， 姓名地址不
详，2006 年 2 月 21 日
由长沙市救助站送长

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治疗，
2018 年 8 月 11 日因病抢救无
效死亡。现发布认尸启事，望其
家属和知情人士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院联系，逾期我院将按
有关规定处理。 电话 0731-85091584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认尸启事

◆吴树（父亲：吴杰，母亲：蒋征
征）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R430629456），声明作废。

◆肖靖琪(父亲:肖争权，母亲:舒
雪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4044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三和机电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91430203765643702D 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玉之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105395921559，
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面对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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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兰 电话:15874883853

遗失声明
孙云青遗失沅陵县食药工质监
管局 2011 年 9月 19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1222600103799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向维海遗失沅陵县食药工质监
管局于 2014年 11月 25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1222600165736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隆宏家用电器经
营部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 2013 年 8 月 13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0103600205
94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长沙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外管分局 2001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为：88391992；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
生药号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33795625；声明作废。

◆曾莎艺(父亲:曾凯，母亲:曾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1758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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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光文，电话 13975971778

注销公告
张家界永福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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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福，电话 13807446898

◆吕知遥(父亲:吕琳，母亲:石沁
鑫)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00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李首位遗失张家界
市工商局永定分局 2013年 12
月 3日核发 430802600118600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勋诚机械加工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4 年 9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200000136904，声明作废。

公 告
岳阳市爱润食品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实施的系列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方决定
依法解除《商铺租货合同》，并
收回商铺。 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请贵公司清空商铺里的
可移动物品，逾期未清空，我
方将对商铺内的可移动物品予
以提存，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贵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2018年 8月 13 日

注销公告
长沙马大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决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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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静，电话：1361849416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卤庄小吃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年 8月 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36003
764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中波不慎遗失位于开福区太
阳星城小区 3 栋 101 室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 3联，凭
证号为：006434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环地产瑞府分行遗失两
本收据(意向金收据编号:Y19
10171-Y1910200)， (佣金收
据编号:Z1900901-Z19009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佰乐桶装水经营
部遗失通用机打发票 35份，代
码：143001410128，号码：10165
266-10165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军晖世家日用品信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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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晖 13548693413

注销公告
株洲阳景日用品信息咨询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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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山 18173379595

注销公告
娄底墨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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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珍，电话：18673862345

清算公告
衡阳市创惠房地产中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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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蓉，电话 15367086993

遗失声明
邹增田遗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
分局 2007年 8月 18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102600029154 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欧之恋家庭旅馆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
3001800104，号码 14300270，
声明作废。

◆余宣臻遗失 2014 年 1 月签发
身份证（号码 4301051999111866
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唐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市工商行政管理石峰分局 20
11年 12月 23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040000
070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虎林农业生态休闲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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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电话：18075751137

◆冯林诚身份证 430102198612190517
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丰谦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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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小云
电话 15173909498

遗失声明
涟源市宏升农机五金销售中心
遗失涟源市地税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4325031979
081950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宝典眼镜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 年 10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26005652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君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国税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138207
4987469，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代码:
50142183-1)原公章作废，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湘宗运来电子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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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方明 电话:13307312266遗失声明

体彩网点编号 4302006462101
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往来结算
收据一份， 收据号 00655892，金
额贰仟元整，业主叶境鸿，现声
明收据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安顿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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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邓晓竹，电话:18973545996

减资公告
东安县永丰酸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大会成员决议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人民币 1600 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 100万元。 请各债权
人见报后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
申报债权。 联系人: 孔繁霞
电话 13974600490

遗失声明
蓝山县社会福利综合工厂遗失
蓝山县工商局 2009年 5 月 21 日
换发注册号为 431127000002170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新房源房地产中介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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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叶培，电话 13574413295

清算公告
冷水江至元新能源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
权。 公司清算组地址：冷水江市
沙塘湾街道办事处长铺路移民
小区 B 栋 1单元 301A 室
邮编：417500 联系人：江龙
电话：13307310093
冷水江至元新能源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清算组

◆刘军武（身份证号码：430105
197209240515）遗失就业失业登
记证，证件号码 4301050012003
009，特此声明作废。

◆何梦芸遗失四川文理学院毕
业生报到证，证号：106441309
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鸿威煤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 公章编
号：43048190041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故湘快餐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7 年 3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430102MA4LF9EK2P，声明作废。

◆彭雅丽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证
号 201502401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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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电力设计院
诚聘专业技术人才
详细招聘信息见湖南人才网
中能建湖南院页面或直接登
录 http://t.cn/RemHXbX
联系人：李小姐 电话：85386439

◆周航宁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证
号 201502401002，声明作废。

◆朱宇翔（父亲：朱海平，母亲：唐
巧）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847305，声明作废。

◆陈梓丹（父亲：陈发，母亲：罗夏
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1065122，声明作废。

◆刘骏泽（父亲：刘海将，母亲：吴
云）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776371，声明作废。

◆王皓轩（父亲：王浪，母亲：鲁
慧）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180314，声明作废。

◆闫嘉怡（父亲，闫坤，母亲，何
银辉） 遗失出生证明， 编号：
M431037675声明作废。

◆肖智恬（父亲：肖高贤， 母亲：杜
瑶）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43556，声明作废。

◆陈冰冰(母亲:刘宝成)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M430058481,
声明作废。

◆陈昊平（父亲：陈扶新，母亲：曹
红菊）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20510，声明作废。

◆罗诗皓（父亲：罗胜元，母亲：
李培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515044，声明作废。

◆杨语婷（父亲：李浩然， 母亲：
杨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170612，声明作废。

◆刘慧芬(父亲:刘福州，母亲：李
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81557，声明作废。

本报8月13日讯 今日，长沙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曝光了一批
住建领域失信行为， 湖南富兴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青竹湖置业有
限公司等34家企业被曝光。 记者了
解到， 被曝光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将被记入信用“黑名单”。

其中， 湖南平日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平吉上苑项目、湖
南百鑫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西江悦项目、 湖南青竹湖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水映加州四期等， 均因
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相关政策落实
不到位被查处；

长沙绿地新里程置业有限公
司、 中民筑友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长沙市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湖南马王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开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均
因存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进场施工等行为被曝光；

长沙市芙蓉区丰泰房地产信息
咨询服务部（邦房地产王府花园
店）、长沙市芙蓉区韭圆房产信息咨
询服务部、 长沙市芙蓉区嘉顺地产
中介服务部等， 均因未办理中介机
构备案证上黑榜。 ■记者 卜岚

本报8月13日讯 今
日， 2018第四届中国果业
品牌大会、第二届中国（长
沙）优质果品博览会、第二
届全国果业扶贫大会暨
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
会（以下简称大会）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
透露， 大会将于9月27日
起在长沙召开。

三大盛会下月举行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
到，2018中国果业品牌大
会、 全国果业扶贫大会分
别于9月27日、28日在长沙
举行，中国（长沙）优质果品
博览会于9月27日-29日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其中，果品博览会预
计展览面积 25000平方
米， 设有优质精品展区、
果业扶贫展区、湖南特色
果品展区、 电商展区、国
际精品展区等九大展区，
参展范围包括各类果类
产品、种植技术、果类产
后处理设备、果类检疫及
包装、物流设备等。展会
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品牌

推介会”和“产销对接会”，
全方位促进品牌推介和贸
易洽谈。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果品博览会有来自省内外
和境外的210家企业代表和
40多家水果批发市场领导
参展参会，境内外果业大会
期间交易额约3.8亿元。

聚焦果业扶贫

中国果业品牌大会，
是果品行业以质量安全和
品牌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性
盛会。

今年的品牌大会将围绕
品牌建设与乡村振兴、 品牌
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品牌
与消费升级、 果业品牌创新
发展等内容做主题演讲，预
计参会人数将达600人以上。

与果业品牌大会同期
举办的“全国果业扶贫大会
暨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
会”将致力于果业扶贫与品
牌扶贫的深度结合。组委会
介绍，会上将树立和推广果
业扶贫先进典型，助力贫困
地区绿色、优质、特色果品
产销对接。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李彬 周碧波

下月底全国品牌水果将来长“约会”
中国果业品牌大咖齐聚，发力果业扶贫

长沙曝光
34家住建领域失信企业

本报8月13日讯 今日，“嘉
宝厨柜衣柜杯”第十七届湖南省
室内装饰大奖赛落下帷幕。本届
大奖赛由湖南日报社等单位指
导，大奖赛历时一年多，最终49
名设计师脱颖而出。

“‘获得最受市场欢迎设计
作品/最受市场欢迎设计师/最
受 市 场 欢 迎 品 牌 奖 项 ’ 的
是———湖南点石家装占泽龙先
生。”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投票专题从7月20日上线， 截止
到8月8日，总投票人数接近16万
人次。 其中， 湖南点石家装以
20539票获此殊荣。

据悉，本届大奖赛是湖南首
次现金奖励获奖设计师，设立了
奖金20万元。同时，设立28个奖
项，颁奖给49名设计师。此外，本
次风尚盛典上的金奖获得者还
将获得参加中国室内设计大奖
赛的资格。 ■记者 卜岚

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大奖赛落幕
20万现金奖励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