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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石柳（营业执照注册号：433124
600039550）经营场所：花垣县
花垣镇老油库,遗失发票代码
为：143001110128，发票号码
为：06729201-06729250,共 50
张，声明作废。

◆雷艳红遗失医师资格证，
证号：20184311042070419
830919034X，声明作废。

召回通知
我超市决定召回超过保质期后
销售的柿饼， 请顾客携带购物
小票及食品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前到我店退换。

长沙市天心区伍利强超市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湘瑶黑豚养殖
专业合作社遗失江华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9NA000098X 营业执照
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湘 AA
532挂（黄色）道路运输证，证号：
湘交运管长字 430121207954号，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拓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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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幼敏，电话 13975024456

◆株洲金谷市场 2 楼 146-147 号
商铺项丽萍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
张，金额 2000 元整，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环境卫生管理处遗失湖
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
据 1 份,票号:03881461;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 份,
票号:2119713921,特此登报声
明作废。

◆黄语含（父亲：黄海，母亲：王秀
兰)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6678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子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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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杰林，电话 15559538333

遗失声明
湖南友康液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法人（骆友）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佳星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张
仕岗）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高圣艾灸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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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江韬，电话 15099949221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盈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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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常博，电话 15675053541

遗失声明
岳阳顺意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行
政公章一枚 ，编号：4306210
000002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吉牧富硒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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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书，电话 18944907778

注销公告
湖南鹏帆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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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百红，电话：13975977456

◆朱亦亭（父亲：朱国民，母亲：周
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2942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文武车业商贸有限公司
马鞍分公司遗失华容县工商局
2010 年 6 月 2 日核发 43062300
000915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无名氏， 男，6 岁，2013 年 6 月在
长沙市第八医院出生， 现寄养于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母亲自
述周芬芬，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分
娩时身高约 160 厘米， 体重约 50
公斤，年龄约 37 岁，分娩后去向
不明）。 请亲属及知情者速与我站
联系，若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无
人认领，我站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3 月 6日

寻亲启事遗失声明
宁乡县道林镇黄俊陶瓷材料经
营部遗失宁乡县工商局道林管
理所 2016年 11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1246002979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鑫钢绳索具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300MA4P834M4
X）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 4300174130， 号 码 00495
857 至 0049586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3 月 5 日岳阳志豪
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
减至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葛亚军，
电话：18573028777

遗失声明
湖南省音乐家协会金钥匙艺术
发展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11336501；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黎
晓阳）各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因易清华（身份证号：430528
19760926****）履行 2017 年 12
月签订的编号 BR201712070023
的《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
特此告知：见本公告 7 日内请将
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给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子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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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电话 1382352012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海顺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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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军，电话 13807309567

注销公告
湖南尚饰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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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远征，电话 1890075107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学专
业曹勤英遗失就业报到证，编号
2018105381007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楚材进修学校
（税号 430102074954384）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
号码 068671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牛大叔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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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亮亮，电话 15171237774

遗失声明
湖南省义利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遗失安仁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于 2016年 4 月 2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1028mA4L43H
P6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浏阳市古港镇上厨家味
餐馆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626974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恺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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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恺日，13787265472

◆陈小强遗失二级乙等普通
话证书，证书编号：431801300
1020，考试时间 2018 年 3 月 11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茶馆遗失国家税务总局
长沙市芙蓉区税务局八一路税
务分局 2009 年 12 月 23 日核
发的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43060219740905771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魔鬼串烧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4300173320,号码:
191049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秀红沁园净水器专卖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64320，号码 08154924,0815
4935,08154945,081550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华芃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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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叶波，电话:13510687936

遗失声明
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10024849201,开
户银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湘府支行，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育升教育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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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建华，电话 13828461758

遗失声明
湖南质信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
公司（税号 91430302MA4L3
J4T4X）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 4300151320，号码 0648
2873、06482875，声明作废。 ◆石小兰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证书，证号 200243210433122
195505101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蓝贝海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09年 8 月 5日核发
的注册号：430111000074001 营
业执照正、副本 2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垭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乾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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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萍，电话：13974723138

遗失声明
长沙市沫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22
983301，声明作废。

◆刘芳（身份证号码 4301041979
05023029）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财会专业毕业证书，特此声明作废。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每行按最多不超过 13个 6号字计）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湖南文理学院 2013 年毕业生
易小婷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310
5492013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纳纵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唐嘉海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052720001228421X，声明作废。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欧阳
雪子遗失专科毕业证，编号 138
0312015061116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艾丽美容健康生活馆遗
失沅陵县食药工质监督管局 20
14 年 9 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4312
22600159415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昂扬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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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保国，电话 18508432050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
分类广告的全省总代
理，拟在长沙以外的市
州招设分类广告代办
点，有资质、有诚信、有
资源、有经验的团队赶
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需要参加审验教育的驾驶人
应当在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
日内进行。 对在一个记分周期内
累积记分在9分以下的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人和校车驾驶人， 可采
取网络教育学习完成审验。 记分
达到9至11分的，以及持有其他准
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
吊销驾驶证的驾驶人， 必须进行
现场教育。参加现场教育的，驾驶
人应当持身份证原件、 驾驶证原
件到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
所各分所或四区（县、市）交警大队
车管分所申请预约、办理。

符合网络审验条件的驾驶人
无需到车管窗口现场申请， 只需
直接登录互联网平台， 在网络上
提出申请，按提示点击相关界面，
按要求完成学习。学习期满后，互
联网平台系统直接审验通过。办
理审验业务时， 申请人必须处理
完毕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交通事
故，且其驾驶证未被扣押、扣留、
暂扣、注销、吊销或者撤销。参加
审验教育网上学习遇问题可拨打
咨询电话0731-88878203。

驾驶证记满12分
了，需要每天去指定地
点参加为期七天的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和相关知识的教育。现
在， 可以少出门几趟
了， 申请网络教育后，
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只
用参加2天现场教育，
其余5天可以在当天随
时随地通过网络学习。

目前，长沙已率先
在全省开通网络学习
教育平台， 上周以来，
已有共350名驾驶人通
过网络平台完成满分
教育和审验教育。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长沙交警此次推出的“两个
教育” 网络学习是指需要参加满
分教育和审验教育的驾驶员，可
以通过网络学习方式替代部分现
场教育，减少驾驶员来回奔波。

在非实习期记分周期内驾驶
证记分满12分以上的驾驶员需
要参加满分教育， 而审验教育针
对的是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
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以下简称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
的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
且尚未达到12分的， 持有其他准
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
吊销驾驶证的，以及校车驾驶人。

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推出网络
学习平台是一项提升交通安全学
习效能的便民措施。目前“两个教
育”新增手机网络学习端，需要办
理满分学习或审验业务的驾驶人，
应先登录互联网服务平台http:
//hn.122.gov.cn网站或通过手机
“交管12123”APP进行注册， 驾驶
人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网络教育
学习的浏览器首选ie9浏览器。

民警介绍，驾驶人满分教
育时间为七天，可采取现场教
育和现场教育+网络学习相结
合两种模式， 每日学习时长累
计不得少于三小时，其中网络学
习模式有5天网络+2天现场、2
天网络+5天现场两种方式。

一个记分周期内有两次
以上达到12分的；累积记分达
到24分以上的；最近连续三个
记分周期中有两个记分周期有
记满12分记录的等情况，不适
用网络教育。中型客货车、小车
驾驶人以及最近连续两个记分
周期中有一个记分周期有记满

12分记录的， 现场教育时间不
能少于5天，也就是说不能选择
5天网络+2天现场的方式。

现场教育与网络教育没
有先后顺序，但是不能选同一
天进行。 参加满分现场教育
的， 驾驶人应当持身份证原
件、处罚决定书到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处罚教育科法制
学校（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普
瑞大道驾驶人考试中心驾考
食堂二楼）或四区（县、市）参
加满分现场教育。现场教育应
按已申请的场次准时参加，并
按要求签到签退。

“两个教育”
可以申请网络学习 须先处理完交通违法及事故

先去窗口办驾驶证暂扣手续 审验教育

参加满分教育的驾驶员需要先到长沙交警各交警大队处
罚窗口接受满分处理，同时办理驾驶证暂扣的相关手续。现场
学习允许一次暂停学习申请，允许3个月内延期学习。网络学
习过程将人脸识别记录，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事必须临时离
开的，可以选择暂停视频，并结束当前学习，事毕后可重新开
启视频学习，学习时长正常累计。网络学习时，当天累计时间
不低于3小时，但需在当日24时前完成，当日累计学时未满足
要求的，学时作废。目前网上学习系统正处试运行阶段，遇问
题可拨打咨询电话0731-88878055。

网络学习将人脸识别

驾照扣12分，可线上刷脸“满分教育”
“两个教育”网络学习新增手机通道 长沙已有350人“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