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 由省公安厅、省
教育厅联合主办的湖南省中小
学生安全出行“四要”主题宣教
活动启动仪式在湖南师大附中
梅溪湖中学举行。安全出行“四
要”即：安全旅行，要系好安全
带；安全乘行，要戴好摩托车头
盔；安全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
灯；安全步行，要左看右看再左
看过马路。 记者 徐行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摄影报道

安全出行需“四要”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非洲文化
周落下帷幕。 通过举办非洲
歌舞专场表演、 非洲电影欣
赏、 对非合作交流系列讲座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校园里
掀起了一场非洲文化热潮。

据悉，在文化周期间，该
校与南非北开普省教育厅签
署了共同设置国际学生奖学
金的合作备忘录， 开启了湖
南与北开普省教育合作的先

河。根据合作备忘录，北开普
省每年可推荐10名优秀学生
前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习
深造，双方共同设置奖学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非洲
文化周是该校 主 动对 接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和湖南省第四届对非投
资论坛而举行的一次跨文化
交流和教育合作活动。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程含林 邹敏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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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91000140602 开户行为
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慈利县支
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风玲美发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09年 3月 2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46
000634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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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伊横（父亲:韦振东，母亲:杨
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49011，声明作废。

◆唐焕翔（父亲：唐文元，母亲：李
海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82651，声明作废。

◆蒋宇鑫（父亲：蒋昌喜，母亲：
刘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85409，声明作废。

◆何维强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31217050223，声明作废。

◆谭胜遗失 430100200745 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付峻铭（父：付金平， 母：李
小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 Q430564645，声明作废。

◆陈文兵、王红梅夫妇遗失陈
芷含的医学出生证明，编号：
O431185399，声明作废。

◆邹幸明（父亲：邹琳，母亲：罗新
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189615，声明作废。

◆保险职业学院齐政第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812596301712，声明作废。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李娜遗失报到
证，编号 010404070078，声明作废。

◆吴雪伊（父亲：吴锋辉，母亲：刘
移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36354，声明作废。

◆龙琳芳（父亲：龙腾，母亲：刘海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497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莫林酒店金桥国
际店遗失作废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
码 126813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易享时代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阳船山分理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4000406
8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赛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051
65093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潭胜达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2018 年 9 月 13 日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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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人：胡慧，
联系电话：15573270445

注销公告
城步创新电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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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绪兰，电话 18273929863

遗失声明
沅陵县众远汽修厂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430017
3320,号码:005991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京发水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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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苏国荣，电话:13922559948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京发水电站
(普通合伙) 遗失江华县工商
局 2016 年 4 月 13 日核发代
码 91431129748378708Y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大阀门
销售部(税号 430602198909128
73802)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张,发票代码 4300174
320,号码 015059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千柏传媒产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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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国华，电话：1511627242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华杰综合商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08 年 8 月 1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46000438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 凰 县 原 艺 工 艺 品 有 限
责任公司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湖南省凤凰县支行 2011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693000120301，存款帐
户:188509010400076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世纪兴网吧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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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峰，电话 17716745188

遗失声明
湖南福景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号码 016188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
乡分公司（430124096422821）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2份，
发票号码 17438770 、02491362
-02491365、02491589-02491592、
17579090-1757909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长
沙五一广场店遗失普通发票（发
票联）1 份，发票代码：143001
331610，发票号码：00197352，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赛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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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政卿，电话 13387311313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会
议室对湘 FC2148 小型越野车
客车壹辆进行公开拍卖。报名登
记：意向竞买人请携带身份证明
于 2018年 9月 20日下午 16 时
前交纳保证金壹万元到我公司
账户，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车辆在
岳阳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停车
场公开展示。 地址：岳阳市金鹗中路康
特大厦 15楼。 T：18173051856（冯）

湖南鹏辉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14日

注销公告
经湖南业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430104MA4L9MF16F）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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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李曙初，电话 13808486349

减资公告
岳阳市伊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投资人决定 将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减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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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球保
电话:1527405487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兴世工贸货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解
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
忠国 电话:13575095368 遗失声明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湘 H92078 的客运标志牌一
块，牌证号码 09010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大后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曹恒军
电话 15575150888

遗失声明
长沙同城锁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430105009074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嘉和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益
阳市中心支行 2011 年 5 月 16 日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6
1000033980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喜鱼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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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电话 13507347035

清算公告
湖南江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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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英，电话 13617318047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汤韩超市遗失
岳阳楼区工商分局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60260030792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建军证照代办服
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4 月 24 日核
发的 430102600134289 号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三合佰城品牌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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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魁，电话：1509630655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中天废旧金属回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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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谢学虎，1397305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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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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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公 告

湖南省邮政企业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8年 9 月
15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冯艳 电话:8598818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品泉轩茶楼，税
号：430105195210101062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430
01800104，号码：18354001、
1835400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沅陵县站得高餐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迎宾路站得高店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430017
4320,号码:02774627,声明作废。

“老师说孩子上体育课时，手
机掉出来了， 可手机明明在家没
带去学校啊。”近日，长沙家长杨
女士致电本报， 投诉学校周边部
分商家将手机租赁给学生， 影响
孩子学习，希望记者进行曝光。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网络
的快速发展， 爱玩手机已经成为
许多学生的通病， 学生违反学校
禁令偷偷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屡有
发生。 不少城市甚至出现了变相
的“黑网吧”，校园周边的店铺将
安装了大量游戏的智能手机租赁
给学生，按时计费。长沙是否也有
这样的现象？9月12日记者前往多
所中小学进行走访调查。

孩子口袋里
掉出来历不明手机

杨女士告诉记者， 女儿茜茜
在长沙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二。“前
不久，学校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茜
茜体育课跑步时口袋里掉落一台
手机。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手机明
明放在家里， 她身上也不可能有
那么多钱自己买手机。”

在杨女士一再追问下， 茜茜
坦白手机是从校外商店租来的。

12日下午，记者来到茜茜就读
的中学，寻找一圈后，只有离校门
口200余米的街边一家移动营业厅
表示可提供非智能机的租赁业务。

随后记者走访多所中小学，均
未在校园周边发现“手机网吧”以
及提供智能手机租赁业务的店铺。

网店出租
月超3000笔

正值放学时间， 记者看到有几
个学生一出校门便从书包里掏出了
学校禁止携带的手机。

在读高二的苏同学说， 他们每
周入校都要统一上交手机给班主
任， 所以甚至有些同学会准备两部
手机。当问到第二部手机的来源时，
他说，“有人会去买模型机或者去网
上租手机。”同行的王同学说，“我们
班有个同学在网上租了手机， 他特
别爱玩游戏， 把过年的压岁钱都拿
去抵了租金。”

记者打开电商平台， 输入关
键字“租手机”， 各种型号的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出租店铺应
有尽有，有的店铺月租量竟高达
3000余笔。

店铺老板介绍， 各大知名的手
机品牌店里几乎都有， 芝麻信用达
到650分以上可以免押金， 不同品
牌的手机押金也不一样。iPhone8P
押金4500元，相较苹果，国产手机
的押金更为便宜，比如oppoR9s押
金1000元、华为P10押金1500元。租
赁时长也决定着租金价格的高低。
而且，租赁过程简单，不需要提供任
何证件，只要付完押金和租金，直接
快递收货。

当问及是否可以租给学生时，
老板表示，“没有问题。”宝贝评价中
记者也发现了不少学生评价的身
影，“很好，客服超级贴心……”

■记者 刘镇东

孩子跑步时口袋掉出来历不明手机
调查：长沙校园周边暂未发现智能手机租赁；网店租赁月超3000笔

对于学生租赁手机， 老师怎
么看？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副校长
向雄海表示， 在校期间学校禁止
学生使用手机。 智能手机对学生
诱惑太大， 中学阶段学生心智不
成熟，自制力较差，一旦玩手机成

瘾，将会影响学习、生活。
“租手机可能会害了学生，应当

提高警惕， 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同
时，除了学校的监督引导外，政府、
社会、家长应当一起进行管控，共同
引导。”向校长说。

多方管控 共同引导

共设奖学金，为留学生提供保障
湖南与南非北开普省首次实现教育领域合作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
公司有一批阅报栏需要拍卖，
本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展
示标的、接受咨询，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8年9月21日前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13017292627��
徐先生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
中路一段442号新湖南大厦
产业楼48楼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