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9.26�星期三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言琼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黄蓉A07 市州新闻

遗失声明
长沙立地百货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证号 91430102MA
4LR9HH2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雁翔建设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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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红卫，电话 0734-8879019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金典槟榔店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湖分
局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0302600150108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道县安昌铝合金加工销售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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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企
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
安昌，电话 13973497785

遗失声明
茶陵县责程吊装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代码 914302240813816
68J）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
私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悦时尚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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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云，电话：13773368118

遗失声明
湖南中腾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2 月 2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06
6372392B，声明作废。

湖南长沙石燕湖省级森林公园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规
划定位是以森林风景资源为主
体，以保护自然生态为主要功
能，将其打造成集市民游憩、
生态观光、森林康养等多种功
能的城郊森林公园。 规划面积
560hm2，规划期限 8年。
建设单位：湖南中惠旅石燕湖
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主任
电话：0731-86968065

湖南长沙石燕湖省级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18 ～2025 年）环
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遗失声明
吴慧敏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 2003 年 9 月 20 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1033000227。
另遗失 2002 年 6月 1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36
0004821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塘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株洲县工商局 2015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02213447
3382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天石农丰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株洲县工商局 2014 年
6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0221NA000197X；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221396023830；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代码：39602383-0；
声明作废。

◆蒋慧茹（父亲：蒋于光，母亲：陈
林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41060，声明作废。

◆周熠晨（父亲：周亮，母亲：沈纬
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047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晟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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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纯 17373016581

注销公告
湖南合安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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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改 电话：13645694387

遗失声明
长沙县江背镇建平修理店遗失
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4
年 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为 4301213700345
声明作废。

◆邹正求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0381002001200004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金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经投资人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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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珅，电话:13974065771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禾青自来水净水剂厂
不慎遗失冷水江市国家税务局
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票号
为 05133725，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一联，票号为 011916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天之健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芙蓉南路一段 828 号鑫远杰
座 1803 房，联系人：谢柳萍
电话:18373825008

◆刘齐庆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102199810015511，声明作废。

◆徐有平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
业证，证书编号:1054252004050
09066，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智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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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铁双，电话 13787199959

注销公告
长沙嘉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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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露，电话 13135110333

注销公告
长沙庆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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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丰，电话 13467551333

注销公告
湖南金昶华进出口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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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昶华，电话 13316886809

遗失声明
长沙美牙仕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税号：91430103MA4L4LA
B6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因桑植县康华家园二期工程至
今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导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 现公告要求桑植县康
华置业有限公司向我司支付工
程款 5243408.37 元 ，并退还
履约保证金 220 万元，否则将
按合约解除合同合作关系，依
法执行。

湖南兴湘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21日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公田加油站投资人任毅
标于 2018年 9月 18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公田加油站，为保护
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债
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
债权。 联系地址：公田加油站。
联系人：任毅彪
联系电话：1307716733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大段加油站投资人李九
龙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大段加油站，为保护本
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
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
权。 联系地址 ：公田镇大段
加油站。 联系人：李九龙
联系电话：1827400038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甘田桥头加油站投资人
陈忠平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加油站，为保护本
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
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
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公田镇
横铺村横铺组，联系人：陈忠
平，联系电话：1380740343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月田加油站投资人姜勇
于 2018 年 9 月 22 日决定解散
岳阳县月田加油站，为保护本企
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县月田镇岳平路
联系人：姜勇
联系电话：1517301828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县月田电力加油站投资人
李国辉于 2018 年 7 月 22 日决
定解散岳阳县月田电力加油站，
为保护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
内，债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
人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岳阳
县月田镇岳平路一号。
联系人：李国辉
联系电话：13487788499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胡艳平（身份证号：431081****0
9043005）：
因你未按照我行规章制度履行
请假手续，已经连续多日未到我
行南大支行上班，严重违反我行
劳动纪律。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
劳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建总
发〔2001〕36 号）第五章第二十七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无正当
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五个工
作日，或者经常旷工，一年内累
计旷工时间超过 15 个工作日
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我行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
召开的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 我行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做出后，多次派员通过各种方
式未能联系到你本人（含通过特
快专送达均被退回）。 现通过公
告向你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我行人力资源部（地址：郴
州市北湖区解放路 33 号建行大
楼 1205 室）办理相关手续（包括
档案交接等）， 如按期未到视为
自动解除劳动合同，由此所产生
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分行
2018年 9月 26日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农佩姐家菜馆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份，发票代
码:043001800104，发票号码:27
420360、27420361、2742036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春天陶瓷化工原料经
营部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143028100057830K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好样的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国庆，电话:17680231993

注销公告
湘潭市飞牛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国芳，电话:17680231993

◆王俊泽（父亲：王成，母亲：杨小
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87481，声明作废。
◆本人郑荣华于 2018 年 9 月 23 日
遗失（证号：433101199307050519）
二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立维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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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明，电话 18711088805

◆曹闳晟（父亲：钟仕超，母亲：曹
菊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86065，声明作废。
◆李波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111
197702031829，声明作废。
◆湘潭大学刘勇华遗失报到证，编
号：03105303798，声明作废。

◆梁诗婷（父亲：梁佳，母亲：谢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547438，声明作废。

◆左海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112920071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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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湘潭9岁的何翔（化名）报名
参加了网络电影《神奇的熊孩子》
选拔， 顺利过关后与该影业公司
签订合同，并交纳1.28万元参演剧
中的“一号角色”。然而，直到电影
上映，他才发现自己在整部电影
中只有3个镜头、一句台词。孩子
的父亲何兴（化名）以法定代理
人名义将该影业公司告上了法
庭。9月25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事件】
“一号角色”成配角
孩子哭了一天

2017年6月，湖南某影业有
限公司向全国选拔小演员，参演
网络电影《神奇的熊孩子》。经过
选拔，何翔顺利过关。2017年11
月4日， 何翔的父亲何兴与影业
公司签订协议，何翔在电影中以
“一号角色”出镜，跟组拍摄时间
为3至5天， 同时需交纳食宿、培
训等费用共计12800元。

可是，在2018年6月，这部
电影在网络上展播后，何翔期待
的“一号角色”在整部电影中只
有3个镜头、 一句台词。“儿子遭
到了同学的取笑，回来就哭了一
天，饭都不吃了。”何兴说。

“签合同前，影业公司说只

有5个‘一号角色’的名额，可直
到培训时才发现，‘一号角色’竟
然有数十人。”何兴说，儿子的角色
等同于群众演员，“影业公司的做
法，是一种欺诈的行为。”何兴找到
该影业公司， 要求其退还所交纳
的万余元费用。 在多次交涉未果
后， 他代理其子将该影业公司起
诉至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要求影
业公司返还其演员签约费12800
元，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5500元。

【公司回应】
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对此，影业公司的代理人则
认为，工作人员在签合同时就口
头释明了角色的定位，由于未确
定角色的扮演者，所以影业公司
无法在合同中对“一号角色”具
体出镜的时间、 次数予以确定，
仅能对“一号角色”概括说明。其
中不存在故意隐瞒，诱使何翔作
出错误理解的行为。公司已按照
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义务，不存
在违约的情形。

【法院审理】
“一号角色”
应理解为“主演”

法院查明， 在这次电影拍

摄过程中，影业公司与66名小
演员签订了3种不同类型的合
同，分别是主演、“一号角色”、
“二号角色”，支付费用也分为
三档。

法院审理后认为， 日常生
活经验中社会公众理解的“一
号角色” 演员显然是主要演
员，故本案中的“一号角色”应
依常理理解为“主演”。

此外，在明知担任的角色并
非“主演”的情况下，何翔仍然愿

意以类似“配角”或群众演员的
角色参与了拍摄电影，可视为何
翔接受了影业公司的部分履行，
影业公司只需要承担瑕疵履行
的违约责任即可。

天心区法院经审判委员会
讨论之后， 一审判决影业公司
退还何翔费用6800元并承担诉
讼费用， 法院同时驳回了原告
何翔的其他诉讼请求。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出演“一号角色”仅3个镜头一句台词
湘潭9岁娃状告影业公司 公司：不存在违约 法院：“一号角色”应理解为“主演”

9月25日，在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内，法官正在对9
岁男孩状告影业公司进行一审宣判。 通讯员 供图

2018111期双色球游戏，湖
南益阳彩民打破近两个月的中奖
“静默期”，喜中1注556万余元的
头奖，2018112期双色球，湖南湘
潭、怀化彩民同时发威，各揽获金
奖一枚，奖金609万余元。我省今
年的双色球头奖中奖注数迅速攀
升至22注。

9月25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8112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
5、8、18、25、26、31，开出蓝球：4。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11注，单注
奖金609万余元， 中奖省份包括
河北1注、辽宁1注、江苏1注、山
东1注、湖南2注、四川1注、陕西1
注、新疆3注。我省湘潭、怀化彩民
技高一筹，各收获金奖一枚，中奖
福地为： 湘潭雨湖区湘大北苑
43029429号福彩投注站和怀化
沅陵县迎宾南路地税局5号门面
43123907号福彩投注站。

当期全国还中出二等奖154
注，单注奖金9.7万余元，我省彩
民喜获11注。计奖后，双色球游
戏奖池11亿，彩民朋友不仅有机
会2元中得1000万， 倍投还有可
能揽获亿元大奖， 幸运的您赶快
行动吧。 ■木子

2018112期双色球
湖南彩民收获两枚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