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记者近日从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获
悉，近年来，该校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
（以下简称“资源库”）建设为突破口，通过校际联
盟、校企合作，以在线开放课程为基础，共建共享
优质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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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市汉回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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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兵，电话 13874924388

遗失声明
湖南集盟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
司 (纳税人识别号为：914301
21MA4L2D5Q4U)遗失湖南增
值税发票一份，发票代码为：43
00181130，发票号码为：020683
7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红阜仙柑桔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遗失茶陵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国地税正副本，注册
号 430224NA00001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博宇有色金属炉料有限公
司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08 年 7 月 2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0000026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诺邦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所有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联系
人:胡丹丹，电话 13975017221

◆陈明遗失由祁东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核发的证号：祁房(2015)抵押
许字第 0002490 号房屋所有权抵
押许可证，声明作废。

◆刘松林、徐美丽遗失由祁东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发的证号：湘
(2017) 祁东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0844号不动产权证，声明作废。

◆邹逢生、 申要秀遗失由祁东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核发的证号：湘
(2017) 祁 东 县 不 动 产 证 明 第
0002294号不动产权证，声明作废。

公 告
致广大天地和家装消费者：株
洲天地和家装店（工商注册登
记名称为“湖南天地和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是
合法成立、依法经营的家装品
牌，立足湖南、为株洲消费者
服务将近六年，赢得消费者一
致好评。 2018 年 1 月，全国范
围内天地和家装门店进行全部
重组，深圳、长沙、株洲、惠州
四地天地和家装公司独立于全
国其他城市天地和家装公司，
属于完全不同的股东、财务结
算及运营体系。 两体系之间
虽然使用同一品牌，但法律上、
事实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各
自独立承担法律风险与责任。
湖南天地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株洲分公司 2018年 11月 13 日

◆吉首大学闫康遗失报到证，证
号：201610531202623，声明作废。
◆胡靖遗失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阳市房权证字
第 00133808 号房屋所有权
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湖南赛诺威工业技术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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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佩九 电话:13607311536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金牛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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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亚群，电话 15080765885

遗失声明
新宁网城遗失新宁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4 年 4 月 29 日核发
的注册号 4305282000267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瑞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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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红，电话 1567305999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盟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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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亦文，电话 18988841415

遗失声明
岳阳县邝沛幕墙装饰店遗失岳
阳县工商局 2013 年 7 月 26 日
核发的注册号 430621600217131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秋雨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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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电话 15573149013

◆钟子昕(父亲：钟国辉，母亲：王
雨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3953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南湘
西花垣石油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3124597563833F）
遗失发票代码为：043001790207，
发票号码为：32066465、32066460、
32066343、32066305、32066301、
35097336、06418503、06409117、
06409099、06409063、06409044、
06408795、06408701、06408699、
06408688、35082195、06438001、
35081385、06407756、06407755、
06407594，共 21张，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0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拍
卖车辆数台。请有意者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缴纳竞买保证金 1 万元/辆。
预展、 报名时间：11 月 21 日至
22 日。 预展、报名地址：长沙市
天心区弘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
方式：马经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在中拍平台（paimai.
caa123.org.cn）以网络增价竞价
的方式按现状拍卖设备一批。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竞买
保证金 10 万元。 预展、报名时
间：11 月 21 日至 22日。预展地
址： 长沙县盼盼路长沙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湖南众意汽贸
旁）。 报名地址：长沙市天心区
弘高车世界 G 栋 2 楼。 联系方
式：马经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株洲鼎喜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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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响亮，
电话：13975655530

遗失声明
株洲市鑫晖电气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00588994762X）不慎遗
失财务章和法人章（法人：何杰
晖）各一枚；另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 账号：593758890925，核
准号：J55200024349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海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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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文，电话:13574311350

◆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胡磊莎遗失报到证 , 编号
1051082700154，声明作废。

◆何广红现名何嘉欣(父亲:何先
慧,母亲:苏彩华)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H4301363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宇邦建筑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04MA4P8XM43A）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杨文
胜）各一枚，声明作废。

◆谢宁宁（父亲：谢德安，母亲：姚
小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1859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五锐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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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贤，电话 17336613433

注销公告
株洲跨界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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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榕，电话：18932132222

注销公告
湖南车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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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平，电话：15673391212

遗失声明
张演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2 月
24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2MA4LCEFA4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明桓矸石砖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800295983309014，开户行 ：
长沙银行冷水江支行，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科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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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苏佳 13907414398

◆曾艳遗失由祁东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发给的祁房他字第 06007814
号他项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弘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由祁东县国土资源局发
给的祁国用(2013)字第 4106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晟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0622
04148B） 遗失（黄林强）印鉴章
一枚，声明作废。

◆沈嘉兴（父亲：沈名良，母亲：
唐小英）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O4304541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巨协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39
6537305T）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友阿黄金珠宝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8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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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龙桂元 电话：0731-82299016遗失公告

我公司不慎遗失由湖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制发的《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资
质证书号：D243034773，资
质名称：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监理资质正、副
本，资质名称：工程监理房屋
建筑工程专业乙级，资质证
书号：E243003825。 遗失安
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湘）JZ 安许证字〔2013〕000
449-01(2)，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宇辉长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3日

长沙市天心区莱卡轻食餐饮店
遗失长沙市天心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25 日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4301030302981，声明作废。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中兴工河道
釆砂有限公司遗失岳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屈原分局 2014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60400000426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鑫思路广告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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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琳，电话：18673061851

注销公告
花垣县天牛山牧业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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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清，电话:13207431666

注销公告
花垣县星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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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华，电话:13207431666

遗失声明
株洲旺德富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渌口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21000238501，账号
19030207092000474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雯子家生活馆遗失吉首
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4 年 12 月 2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60
01760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信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人
民币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80
万元。 请债权人见报后 45 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唐冰 电话：13975283513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食盛餐饮部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号码：04
747266，声明作废。

84464801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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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热线

提示：慎重使用信息，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柳晨浩（父亲：柳黎明，母亲：肖
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05459，声明作废。

本报11月14日讯 “起火
时，女老板在眼镜店出不来，她老
公冲进去几次， 可惜人没救出来，
自己还受了重伤。” 昨日下午2点
半，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附近林
大路的一家眼镜店突发大火，无情
的大火中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他多次冲进火场救妻
昨日下午3时许，记者闻讯赶

到现场时，大火已经被扑灭，眼镜
店几乎被烧空，一片狼藉，消防救
援队员仍在进行检查。 火灾2点
50分左右被扑灭，过火面积约25
平方米左右。

“起火时，女老板在眼镜店出
不来， 她老公进去几次都没救出
来。”目击者方先生说。

记者通过文源街道工作人员
核实，受害女子27岁，永州人，其
丈夫也因重伤被送往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

可能系店员烤火所致
尽管火情很快得到了处理，

但事发后整条商业街皆已关门停
业。“目前整条街的门面全部断
电、停止营业。”文源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

周边商铺店主分析，很可能是
由于眼镜店店员在室内烤火导致
电路短路引发火灾。

紧邻眼镜店的黄焖鸡米饭店

老板事发时正在外办事， 接到店
员通知后才匆匆赶回店内。“他们
家店和我家就隔了一层防火墙，
没烧过来。 和他们平时关系还不
错，互相都会有帮衬。”

下午4点半，眼镜店被相关部
门安装木板封存。

男子受重伤，缠满绷带
今日下午， 记者来到湖南省

中医附一医院烧伤科得知， 火灾
中受伤男子因烧伤面积过大，已
转诊到重症监护室。

病房外记者看到受伤男子几
乎全身缠满绷带， 管床医务工作
人员称因受伤男子易感染， 不便
外人探视。 记者尝试与其家属沟
通，也遭到了婉拒。

“明天上午医院会对病人进行
相关会诊，到时会公布相关信息。”
医院一名烧伤科医生告诉记者。

对于起火原因， 目前警方已
经介入调查。消防提醒，冬季火灾
高发，应注意防范。

■记者张洋银实习生肖乾瑄

在“共建共享”中搭平台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翟惠根坦言，职业院校学生在
实习实训时，近距离接触并操
作设备的机会很有限，虚拟仿
真和资源库建设成为提高教
学效果的必然选择。“资源库对
于推进专业教学领域与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 破解专业发展不
充分、不均衡难题，实现校际联
合、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资
源浪费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翟惠根院长介绍，该校从
2011年开始规划实施资源库建
设项目， 并于2016年12月作为
第一牵头单位， 通过教育部评
审立项。

翟惠根表示， 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与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主
持， 联合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12所
兄弟院校， 联合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 高等教育出版社等10家
医院（企业），组建了职业教育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共
建共享联盟。

用丰富资源弥补“短板”
据悉，截至今年10月，资源

库已上线16门课程、12576条素
材，有在线学员21679名，初步建
成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翟惠
根透露， 通过资源库项目建设，
还将搭建三个平台、建立三个中
心，即搭建资源汇聚平台，成为
全国医学检验技术教学资源汇

聚中心； 搭建教研教改交流平
台， 成为全国医学检验技术教
研教改成果展示中心； 搭建在
线学习交流平台，成为全国医学
检验技术学习和指导中心。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黄小明表示， 以资源库为基础，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可以实现
课堂教学与实训现场、 虚拟仿
真等多方互动， 生产过程与教
学过程有效对接， 为深化产教
融合、 学做一体的教学改革提
供支撑。“借助资源库学习，学
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动
手能力很强，可以说练就了一手
‘真功夫’， 就业时也颇受医疗机
构和用人单位欢迎。”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王曙明 裴有为

店铺起火，丈夫为救妻子多次冲入火海
事发长沙林大路，丈夫被烧成重伤，妻子不幸身亡 冬季火灾高发，应注意防范

建设教学资源库
永州职院检验专业人才练就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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