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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清算公告
湖南友国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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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电话 13510079050

撤销清算组备案公告
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表决通
过，由于我公司一直在继续经
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撤销
公司在工商信息系统中已登记
的股权清算公告事项。 联系人：
周辉，联系电话：18867351313

湖南汇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6日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星河跨境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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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小星，电话 13873081358

遗失声明
资兴市台前东安水产养殖专业
合作社遗失资兴市工商局 2017
年 10 月 12 日核发 93431081MA
4LYTFN1X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永业生姜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资兴市工商局 2017 年 10
月 12 日核发的注册号:431081N
A000059X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人众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4MA4M3H2R03)遗失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人（邓中)私章各
1 枚，另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42922101，银行印鉴
卡一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桑植县大屋坝茶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桑植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注
册号 430822NA000427X 营业
执照副本；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 税号 : 湘国税登字
430822344861277；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34486127-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金鼎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资兴市工商局 2003 年 12 月 19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10812000108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金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4310812000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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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圣辉，电话 18073526023

注销公告
隆回湘才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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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桃儿，电话 15773998520

注销公告
隆回鑫栎源林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黄守华 13487988986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聚石玻纤厂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
03 年 7 月 25 日核发注册号 4306
022000234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福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湘阴县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40000840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兰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限公
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医疗门诊）一份，
发票代码：143001713250，发票
号码：119510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菲瑞健身工作室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7 年 7 月 3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0111MA4LYCUQ5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锦程凯泽防水防腐工程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4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11MA4LKFW58R，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华容县九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张浩猛
电话：1750740627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悦轩楼小吃店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8
00104，发票号码 291815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淮川吉普服装店(纳税
人识别号：92430181MA4M3QD3
9N）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6份，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
票号码 03236126-032361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市天成新能源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涟源市支行核
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230005891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中源置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彭细平，电话 13135301376

遗失声明
长沙德高料理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地方税务
局税控发票 53 份，发票代码：
243001470464，发票号码:2136
3701-21363720、21363803-213
638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有色职院后勤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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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安明，电话 15874234566

遗失声明
长沙高友机械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2017 年 11 月 1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5994
3558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细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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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维妙，电话：15575144560

注销公告
长沙闪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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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钰姗，电话：18874145108

注销公告
长沙恭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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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娟，电话：15388015610

注销公告
长沙天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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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芹，电话：13142225666

遗失声明
长沙准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发票
代码 4300151320，号码 035829
10-035829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
中心支公司以下 318 银保通
单证，号码：11348973，11348
974，11348975，11348976，11
349067，11349301，11349588，
11350767，11350794，113507
95，11350796，11712897，127
74483，13637727，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若以上单证出险，
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清算公告
湖南庭泰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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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时春，电话 18073416161

声 明
长沙市开福区民富废机油收购
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对外
所签订的所有合同及文件，都
必须要有符建伟本人在合同文
本以及文件上的亲笔签名或代
理人持符建伟本人亲笔签名的
授权书后在合同以及文件上的
签名，否则在本声明时间前后
以经营部名义所签订的所有合
同以及文件均与经营部无关。
如果有人自称本经营部工作人
员或业务员，须能出示与本经
营部的正规劳务合同，否则视
为假冒，其一切行为与本经营
部无关，经营部并保留追究其
相关责任的权力。
长沙市开福区民富废机油收购
经营部 2018 年 12月 7 日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圣玛莉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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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徐红，电话 13307111114

注销公告
长沙哲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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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军，电话 13080539096

遗失声明
郴州楚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税号 91431002MA4L4GD52B）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081731
54 至 081731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
中心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一份，号码为湘财通字
（2017）261905097，购领证号 041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6年 5 月 1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
用代码 91430100077176063D，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湘雅家政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203099101732M）遗
失通用手工发票 25 份，号码：
60101401至 601014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一大
队遗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诚支行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
5100029082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筑造建设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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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
光，电话 17507348388

注销公告
长沙顺多福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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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冬申，电话 13808487803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诺联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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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艳 电话:13873082726

注销公告
湖南联盈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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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清海，电话 18692795671

清算公告
衡阳市华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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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方红，电话 13974709273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美图广告制作部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2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30121600383527，
声明作废。

合同收据遗失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
公司长沙分公司遗失延保单，
长虹益家保 K00001294987，
K00001395205，声明作废。
另遗失收款收据五本，2102951-
2102975，2102851-2102875，
2102876-2102900，2102901-
2102925，2104001-2104025，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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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6日讯 今年
长沙市共评选卓越教师600
名， 其中学科带头人60名，
优秀骨干教师240名， 教学
能手300名。今日，长沙市首
届卓越教师论坛在长沙教
育学院举行，论坛围绕“新
时代卓越教师的专业定位
和职业境界”， 展开了一场
智慧碰撞。

湖南省特级教师、省优
秀教师，长沙市首批农村名
师工作站站长；带班获长沙
市优秀班级体；指导十多位
老师赛课获国家级、省级一
等奖；在全国各地进行公开
课、讲座近100场；在浏阳三
口中学名师工作站期间，任
站长兼语文首席名师，该校
由浏阳市39名提升到9名，
语文由 52名提升到 14名
……今年，从教24年的王良
老 师 又 多 了 一 个 新 头
衔———长沙市首批卓越教
师语文学科带头人。

事实上， 王良只是600
名卓越教师的一个缩影。自
2009年起，长沙共组建了三
届九批、59个市级名师工作
室，3000余名学员在工作室
学习提升。市级名师工作室
带动各区县（市）教育局建
设了140多个名师工作室。

名师工作室的名师还到农村
学校设立名师工作站， 进行
新一轮的“辐射带动”。先后
设立的36个市级名师工作
站、5个特级教师工作站，采
用按订单送教、精准化指导、
家门口培训等方式， 为41所
设站学校、 幼儿园以及周边
学校重点培养乡村骨干教师
680名， 辐射带动3000多名
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这些年先后实施了教
育英才工程和卓越教师培
养工程，成立市、县两级中
小学名师工作室174个、名
师和特级教师农村工作站
30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骨
干教师。” 长沙市教育局局
长卢鸿鸣表示， 要严格标
准， 继续遴选一批名校长、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和教
学能手，使其规模达到1000
人左右。要搭建平台，充分
发挥现有卓越教师团队在
学科教学、教育研究和培养
青年教师中的引领作用，带
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要瞄准一流，加大高层次教
师的培养力度，发掘和培养
一批有独特建树、在全省乃
至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名师
名校长。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本报12月6日讯 今年高三的
王恒（化名）满怀抱负，欣然报考了
空军学院。不曾想，因为不能满足
教官提出的“并腿下蹲”动作，王恒
止步于复审。心中充满遗憾而又万
分不解的他，来到了长沙市中心医
院关节外科就诊，才得知自己患有
“臀肌挛缩”。

王恒是吉首人， 从小就有个
“空军梦”，而且一直是学校的学霸。
不久前军校到学校招生，王恒信心
十足地报了名， 并顺利通过笔试。
在面试时， 教官提出让他并腿下
蹲，王恒认真地照做了，可教官却
判定不合格，原因是王恒并腿下蹲
时，双膝间有半个拳头的距离。

于是，王恒来到长沙市中心医
院关节外科就医。 该科室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李良军在做了相关体
查后， 确诊王恒是患了臀肌挛缩

症，只是症状相对较轻。
据介绍，臀肌挛缩是由多种原

因引起的臀肌及其筋膜纤维变性、
挛缩，引起髋关节功能受限所表现
的特有步态、体征的症候群。严重
时， 患者会有站立时下肢外旋，不
能完全靠拢； 行走时常有外八、摇
摆步态，快步时呈跳跃步态；坐下
时不能双腿并拢，双髋分开呈蛙式
位，不能翘二郎腿；下蹲时双腿不
能并腿下蹲，双膝需分开来蹲下后
才能并拢。

目前该病的治疗方法只有手术
治疗。李良军医生决定为王恒采用关
节镜下臀肌挛缩松解微创手术，在臀
部打了2个小洞，借助射频气化刀将
其臀部挛缩的纤维组织切开。术后第
二天， 王恒就能正常进行下蹲活动；
第三天，王恒就出院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奕 高琳

长沙今年首推“卓越教师”600名
引领学科提质，带动教师队伍提升 未来规模将达千名

让知识成滋养人格的养分

“教育要守恒，守真，最重要
的是培养人，让每个老师成为好
老师。”王良认为，将“经师”和“人
师” 融合的方法是将知识人格
化，“知识不是外在的学了拿分
数的工具，而应成为滋养、完善
人格的养分。在学生这里，是看
到思维、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方面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体现
在老师身上， 知识和人一旦融
合， 会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有
力量。要整个人美好，这样的老
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

应塑造学生美好心灵

卓越名师如何发挥引领作
用？“学生到学校来学习， 不再
仅仅是拷贝知识，做一个‘移动
U�盘’。” 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
表示， 过去教师承担传递知识
和智慧的任务， 现在教师必须
为发展学生的素养而努力。有
崇高师德， 卓越教师才能引领
其他教师进入高远的精神境
界， 对学生精神世界起到积极
和建设性的影响， 影响学生构
建起美好心灵。

不能“并腿下蹲”，男孩憾失空军梦
医生： 患了臀肌挛缩症，需手术治疗

“孩子走路姿势不好看，很多家长以为是习惯不好；双腿不能并膝下
蹲，很多人也不以为然。由于对这种疾病不了解，很多人来看病时，都已经
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李良军提醒，臀肌挛缩症目前致病原因尚不明确，
长期肌肉注射、感染和外伤等都可能引起。这种病多见于儿童，不及时控
制，可导致骨盆倾斜、腰椎弯曲、膝关节变形等；部分患者由于走路怪异、
活动受限，容易形成自卑、不合群等心理。

观点

孩子走路姿势不好看要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