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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连香遗失湘 H37321 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0041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坤健医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伍家岭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88981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玉翕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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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翕 15807381234

公 告
重庆鑫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贵司已连续三年未参与本公司
管理与相关会议,不履行股东相
关义务与职责,现公司经营困难,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增加注册
资本 1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请自
公告起 45 日内前来本公司办理
相关协议,否则本公司将在工商
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增资变更手
续。 特此公告。

靖州天源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7 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隆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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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榜，电话: 15802633780

遗失声明
长沙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城丽都）维修基金预交款 5 万
元的票据遗失，票据号为湘财通
字(2011)NO013581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五和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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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明，电话 13875535742

◆符哲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220062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邦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4 年 2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04000085832；另遗失由长
沙市岳麓区地税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为：43010
4092584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安盾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
1046707726409)遗失单位 财
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毛远耀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6 年
8 月 4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000
05098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爱伦堡蜜月婚纱摄影有限公
司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周倩 13975019368

遗失声明
湖南顺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30600MA4
PGFBY30）遗失行政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塘下洞鱼苗鱼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遗失资兴市工商局 2017
年 5 月 8 日核发 93431081MA4
LME5N1Q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赫居山庄遗
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18年 4 月 2 日核发 92430811
MA4PFUFP0A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俊远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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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方锋，电话 18797497999

发票遗失作废声明
《民族论坛》杂志社因机构撤销
已于 2016 年进行了资产清算
及银行账号注销手续，因人员
解聘和办公室多次搬迁等原因，
致使以下发票遗失，特声明作废。
发票代码：143001410338，发票号
码：01273642。 发票代码：14300
1132335，发票号码：00460361-0
0460570;00462441-00462490;00
464641-00464650;00464701-00
464720;00464211-00464230;00
464341-00464350;00467741-00
467750;00467771-00467780;00
467791-00467810;00463101-00
463220;00462981-00462990;004
60011-00460050;00463491-0046
3590;00463681-00463690;00464
361-00464370;00464731-004647
50;00464771-00464780;0046541
1-00465640;00460311-0046034
0;00465951-00465990;0046397
1-00464170;00460981-0046099
0;00461181-00461380;0046210
1-00462110;00462841-0046290
0;00463231-00463450;0046362
1-00463650;00463661-0046367
0;00465071-00465380;0046590
1-00465910;00460061-0046013
0;00460761-00460800;0046083
1-00460850;00460881-0046089
0;00460901-00460970;0046062
1-00460630;00460641-0046073
0;00462131-00462240;0046650
1-00466510;00467001-0046702
0;00467501-00467540。 发票代
码：143001332335，发票号码：01
757001-01758710;01758741-01
758760;01758771-01758780;01
758791-01758810;01758821-01
758840;01758871-01758880;01
758901-01765000。 发票代码：1
43001432335，发票号码：018245
01-01826500。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瑞源养殖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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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光亮，电话:15897466951

通 知
(2018)湘 01执恢 53号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与龚军、胡沅红、娄底市
益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原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在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
被执行人龚军名下财产。 因故，
现将拍实时间变更为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0时，具体公告事宜详
见京东拍卖网址: http://sifa. jd.
com/2401。 特此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通 知
(2017)湘 01 执恢 43 号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与龚军、胡沅红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原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0 时在京东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被执行
人龚军名下财产。 因故，现将拍
卖时间变更为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 具体公告事宜详见京
东拍卖网址: http://sifa. jd.com
/2401。 特此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兹有我村村民曾检庚，
男，66岁， 于 2011 年收
留照片中人。 因此人患
精神病，智力丧失，对自
己的籍贯、 身世等一概
不知。 经曾检庚了解，其

为 1958年 8月 15 日生，名肖金兰。
至今两人生活在一起。 有知其身世
者，请与我村联系。

湘乡市潭市镇榔石村村委会

寻人启事

注销公告
经湖南省天露园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李明 电话:18175971111

◆廖雅馨（父亲：廖志文，母亲：易
路诗）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571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大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43293597994）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私章（钟艳），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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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冰，电话 15874713355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星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82100
242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昌祺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329353071A）
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电
脑版）21 份，代码 4300141620，
号码 01559885-01559905，声明作废。

◆罗江不慎遗失软件设计师中
级职称证书，身份证编号：3603
1119860710004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融源丰工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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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平，电话 13974880073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免了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决定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
联系方式：17773049988
清算组联系人：杨永根
湖南免了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10月 27日

◆李明月遗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
学院历史学专业学士学位证，证
号 10534420150025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长沙城市之心 11
17室。 联系人：刘波涛
联系电话：13657419545
湖南阿拉法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洞庭水乡餐饮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舒荣，电话:1341284000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广庭有范餐饮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舒荣，电话:13412840006

清算公告
衡阳铁路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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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学国，电话 13973402763

遗失声明
蓝山舜思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5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27MA4M378437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金牡江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 ，编号：431382
0048236 ；遗失个人印章（姓名：
刘日强），编号：4313000038443，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三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小聂 电话:1738203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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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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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长沙市雨花区景庆门诊部现
招聘临床执业医师一名，年龄
25岁-65岁，男女不限。
联系电话：13907310869

★高薪诚聘★

清算公告
衡阳宝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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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峥旭，电话 18926568506

◆李斌成（父亲：李坤，母亲：
刘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055275，声明作废。

◆陈虹亦（父亲:陈志刚，母亲:蒋
姣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15034，声明作废。

◆贺熙宸（父亲:贺文魁，母亲:尹
亮)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24765，声明作废。

靓房出售
新地东方明珠：湘江之边，谷山
脚下， 地铁之旁， 金星北路之
上，楼盘二期楼王之稀有一楼，
三室二厅二卫两阳台 (132 平
米)，近三十平米的开放式阳光
书房、茶室，近百平方米私家后
花园，尽享高品位之田园生活，
全屋英伦风格的实木家具地
板，暖气、空调应有尽有，屋里
清一色的德国博士家用电器，
个性品质精装自住， 毗邻师大
星晨实验附小、附中，就读区位
优势明显。 带家电家具出售。
联系电话 13973131363。

本报10月26日讯 雷达
扫描、 无人机巡航查源、“以
克论净” 道路扬尘负荷测试
……今天下午， 长沙市大气
污染精准治理经验推广活动
在芙蓉区举行。记者获悉，从
今年8月起，芙蓉区联合第三
方环保科技公司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通过雷达定点扫描、
雷达走航巡查、 无人机巡查
与手持颗粒物监测设备等技
术,对大气污染源实行“多点
包抄”，有效改善了大气环境
质量。

打开一份芙蓉区雷达扫
描图， 可以看到， 图上有蓝
色、 绿色、 黄色等不同的颜
色，还有红色小点。工作人员
介绍， 根据雷达对污染点的
扫描显示， 红色说明这里有
污染排放， 采取无人机到对
应雷达显示的污染点周围进
行拍照取证， 再对航拍图进
行分析与归类， 再结合人员

现场巡查的方式， 发现雷达
污染点的问题所在， 向主管
部门提出管控意见， 做到及
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从今年8月起，通过数
据分析， 我们发现并整改了
380宗污染源，有效减少了污
染排放， 改善了空气质量”，
芙蓉区蓝天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芙蓉区副区长练大智对
记者介绍， 自蓝天保卫战开
展以来，芙蓉区精准发力，联
防联控， 已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1325次。对环境违法案件、
禁燃区内销售散煤、 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 机动车交通违
法等各类案件立案处罚累计
3337起，行政拘留131人,刑
事拘留3人。

数据显示，自8月26日至
10月24日（共60天），马坡岭
点累计优良天数54天， 同比
去年增加6天。■记者 和婷婷

为了举办一个体面喜庆的婚
宴，长沙的张小姐日前特地选择了
湘江中路君悦五星级高档酒店，定
了40桌婚宴。由于期间只开席了35
桌， 剩下的5桌张小姐本想与酒店
协商安排至当天晚宴或者其他时
间段消费，却不料，酒店方竟执意
要求新人打包。经过协商，酒店方
称可以退还两桌给张小姐，但张小
姐认为这样的赔偿并不合理。

预订40桌空5桌，
酒店“强行”打包

上个月， 张小姐在长沙湘江
中路君悦酒店举办了婚礼。“我们
的酒席每桌有16个菜品， 包括龙
虾仔、 清蒸鱼等各种海鲜， 一桌
5380元，40桌就花了20多万。”张
小姐说，中午11点半左右，有的同
事临时有事没来，还空置了5桌左
右， 就叫家人去厨房跟负责人说
剩下的食材先别做。

“我跟厨房师傅说晚上我们
再摆几桌。”家人陈女士说，当时
主厨也答应了， 没想到下午却接
到了酒店的电话要求要把5桌的
菜品全部带走。

陈女士随即联系酒店方询问
是否能协调到第二天或者晚几天，
酒店方回复都已经客满， 无法退
款，也无法另行安排就餐。“当时我
们不同意去拿，但是酒店方反复打

了几个电话给我们， 要我们把这5
桌菜的成品全部打包带走，实在没
有办法，我们第二天下午去拿的时
候，发现一些海鲜已经坏掉了。”

一家人提着几十个打包盒，
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菜品太多
根本吃不完，最终只好扔掉浪费。

酒店方回应：实属无奈之举

粗略统计，每桌16个菜，5桌就
有几十个菜，价值两万多元。酒店
的一句“没有场地”，让这场婚宴陷
入尴尬。张小姐质疑，酒店这样的
做法是否有些“不尽如人意”？

对此， 记者联系了酒店方相

关负责人， 对方回复已经出面致
歉并解释，称婚宴当晚客满，协调
再三仍无场地提供， 要求新人打
包带走实属无奈之举。 且客人与
酒店方之前的协议写明保底40
桌，如果食材留到第二天再吃，也
不能保证新鲜。

按照一般的情况， 婚宴预估
酒席数量，会有一定的灵活性，而
打包五桌菜品回家， 消费者认为
有些“粗暴”。

截至记者发稿前， 酒店方打
来电话反馈，称已将情况上报，并
在积极与消费者协商， 将尽量给
消费者一个满意答复。

■记者 石芳宇

酒席预订剩5桌 酒店要求全打包带走
打包菜品致浪费，新人质疑酒店“不尽如人意” 君悦酒店回应：属无奈之举，已将情况上报

长沙推动大气污染精准治理

雷达“追捕”
大气污染源

数十个盒子打包的菜品推了一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