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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凤凰县黛帕迷迭香茶皂店遗失
凤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16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31236001240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平高建材有限公司下列搅
拌车道路运输证丢失,申请注销:
湘 A74567(证号:430122003382)、
湘 A71128(证号:430122002687)、
湘 A71126(证号:430122002689)、
湘 A71121(证号:430122002683)、
湘 A71129(证号:430122002674)、
湘 A74566(证号:430122003381)、
湘 A71111(证号:430122002686)、
湘 A71122(证号:430122002692)、
湘 A71150(证号:430122002690)、
湘 A74700(证号:430122002491)、
湘 A71118(证号:430122002682)、
湘 A71125(证号:430122002684)、
湘 A71110(证号:430122002678)、
湘 A71101(证号:430122002679)、
湘 A71117(证号:43012200269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罗雄赳包点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银盘
岭工商所 2015 年 9 月 2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4682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州市科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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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高,电话 18974641082

注销公告
蓝山县博发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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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媛,电话:15274648610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金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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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高，电话 13787988395

注销公告
长沙通赢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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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科学，电话 15874007515

遗失声明
长沙市永兴商会开具社会团体
会费收据 3份遗失，编号: 0013
8927、00138928、0013892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天心区格物粮油店公司，
工商申请注销，注册号：4301
03600207154，注册人：胡国文，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天内向本店申报债权。
联系人：邓勇
电话：15084702866

招标公示
为提升特种车、A56 理赔服务
及案件品质管理能力，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拟向湖南省招标引进保
险公估公司；欢迎有实力、有信
誉的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5 日
前发邮件至我司确认投标意向，
邮箱： yuanming546@pingan.
com.cn 投标地点：长沙市开
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109 号华创
国际广场 3号栋 14楼
联系人：袁明 电话：15347310559

注销公告
湖南省华勤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代码 91431002MA4M00C51J）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为了
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
人以书面形式向清算组申请债
权，清算组由吴春华、彭森、刘舟
组成。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07354310
湖南省华勤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6日

遗失声明
益阳市赫山区宜家墙纸总汇遗
失益阳市赫山区税务局换发的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
09811984111835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聚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13000079
5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华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清良，电话 13467610576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4 月 3 日上
午 10 时在我公司拍卖株洲西高
铁站出站口桥墩包柱灯箱广告位
经营权， 有意者请持相关资质证
明及信誉保证金来我公司办理报
名手续。标的展期、报名期： 4月
1 日-2 日，展点：标的所在地。 联
系电话： 17711631220，公司地址：
株洲市荷塘区新华东路 61号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公 告
华夏保险银保 1290 单证停用，
具体号码如下：1290800465928
5，12908004659289-4659290，1
2908004659311-4659315，1290
8004659321-4659325，1290800
4660001，12908004660201-466
0210，12908004660212-466021
5，12908004660217-4660220，1
2908004661071，129080046610
76，12908004661106-4661107，
12908004661109，12908004661
274-4661275，12908004661436-
4661450，12908004661924-466
1926，12908004661938-466194
0，12908004661945，129080046
62455，12908004662460，12908
005887496-5887505，12908005
887509-5887510，12908005887
512-5887515，12908005887958-
5887965，12908005887967-588
7970，12908005888329，129080
05888401，12908005888416，12
908005888804，1290800588915
9-5889160，12908005889538，1
2908005889540，129080058896
29-5889630，12908005889634-
5889635，12908005889636，129
08005890037-5890040，129080
05890042-5890045，129080058
90079，12908005890310，12908
005890419，12908005890467-
5890470，12908005890916，129
08005891254-5891256，129080
05891259-5891260，129080058
91266-5891271，129080064334
63-6433465，12908006433520，
12908006433588-6433597，129
08006433705-6433721，129080
06433724-6433740，129080064
33761-6433775，129080064337
80-6433785，12908006433892，
12908006433970，12908006433
998-6434000，12908006434004-
6434006，12908006434015，129

08006434076，12908006434085，
12908006434091-6434110，129
08004661239，12908004661164，
12908004659826，12908004659
839，12908004660574-4660575，
12908004659850，12908004660
556，12908004660599，1290800
4660745，12908004660788，129
08004660987，12908005888321，
12908005888336，12908005888
373，12908005888333，1290800
4659807，12908005888346，129
08005888714，12908004660087，
12908005888177，12908005889
162，12908004661013，1290800
5888718，12908004660216，129
08005888397，12908005888399，
12908005889975，12908005890
076，12908005891027，1290800
5891042，12908006434651，129
08006434654，12908007506921-
7506924，12908007506928-750
6930，12908007506931-750694
0，12908007507085-7507090，1
2908007507120，129080075073
46-7507350，12908007507360，
12908007507478，12908007507
552，12908007507585，1290800
7507591，12908007507593，129
08007507618-7507627，129080
07507654，12908007507697-75
07700，12908007507763，12908
007507765-7507770，12908007
507857，12908007507858-7507
859，12908007507861，1290800
7507863-7507865，1290800750
7867-7507880，1290800750788
3-7507885，12908007508452，1
2908007508454-7508455，1290
8007508459，12908007508598，
12908007508664，12908007508
721-7508735，12908007508740-
7508745，12908007508906-750
8955，12908007508958-750896
0，12908007508963-7509000，1
2908004660945，共计 464 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有关规定，现将“祁东
归阳至常宁蓬塘公路工程（祁
东南互通）项目”的环境影响
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1、《祁东归阳至常宁蓬塘公路
工程（祁东南互通）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说明》征求意见稿电
子版网络连接： http://www.
hnjtgh.com/channel/11/in
dex.html，如需查阅纸质版，
请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
莲路 397号紫金国际 2栋 19楼。
2、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拟
建工程周围村庄村民、相关
部门代表。
3、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传真 、
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本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
5、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人：柳女士
电话：0731-84768683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工
电话：15200854243
电子邮箱：943160538@qq.com

祁东归阳至常宁蓬塘公
路工程（祁东南互通）
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
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遗失声明
湖南盈希农林牧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 2017 年 1 月 12 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
4MA4LAQ1U0M 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私章（陈康）各一枚；遗
失开户银行为中国银行长沙市
金满地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89869848286，核准号 J55
10038513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鑫樑遗失国家税务总局湘乡
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1代开窗
口 D07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 4300164160，发票
号码 002950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圣红广告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税控盘、21626015-
21626023 税票共 9 张、张志斌私
章一枚，声明作废。

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
有限公司与湖南新华联长株潭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易有
限公司吸收湖南新华联长株潭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湖南新华
联长株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解
散注销，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
贸易有限公司存续，湖南新华
联长株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湖南新华联国际石
油贸易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
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合并各方的债权人可以要
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
油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
彭亮 18670849325；湖南新华联
长株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晓慧 15897339968

遗失声明
醴陵市闽兴机砖厂遗失醴陵市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4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81
6000278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智尊地理信息技术（长沙）有
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54320，
发票号码 0004957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大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800
万元减至 300 万元，现预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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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俊科，电话 13594141888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情况（详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网络链接及公众意见表下载地
址 http://www.hngs.net/ta
bid/65/InfoID/68742/frtid/4
0/Default.aspx。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可至项目环评编制单位所在地
或建设单位所在地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可能受本
项目影响的民众或团体。
四、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填好的《公众意见表》，
通过发动电子邮件、传真、信函、
电话沟通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或到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办公地点当面进行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
本信息公示后 10 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南岳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江毅/18684849785；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649号 001 栋 701 室
环评单位：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易工/1501755548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
莲路 397 号紫铭大厦 19 楼
湖南省南岳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岳高速公
路东延线工程变更
项目第二次公示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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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湖南夕揽洲农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
从 168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 ，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担保。 联系人:李胜乐
电话：17716736666

遗失声明
湖南那一叶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原岳阳那一叶茶文化创意产业
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70002891401
开户行中国银行岳阳楼支行，账
号 5898688053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13年 9 月
5 日核发注册号 43082100000
1465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821765618240；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656182
40，声明作废。

记者了解到，这个“暖心厨房”是
在2015年上半年开张的，至今已有49
名老人登记就餐。 实际每天来就餐的
一般在30人左右。每天社区都会有负
责监督食品安全的专干来这里检查，
确保食物的安全。

“之所以开这个厨房，是基于当时
小区的退休人员比较多， 有600多人，
其中空巢、 孤寡、 独居老人也有80多
人。”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
社区党委书记詹莉云说，餐馆的费用都

是由街道来全额补贴的，属于全公益性
质。为了方便老人就近就餐，社区特意
租了1楼的房子做餐厅。“房租一年要1
万多，人员工资一年要2万多，节假日还
要准备各种贴心礼物， 包括柴米油盐，
每年加起来也要用到六七万元。”

詹莉云说， 目前的厨房面积不够
大，社区正打算扩大场地，让更多的老
人能来这里吃饭，“老人们因为餐厅，
收获了幸福和满意， 我们也会把餐厅
继续开下去的。”

暖心厨房关爱老人，7元两餐三荤一素
已营业4年，菜品每周不重样 餐馆费用由街道全额补贴，全公益性质

这间“暖心厨房”位于二
机小区内，两室一厅，约70平
方米， 里面摆放了三张大圆
桌。 墙上贴着每日的菜谱，还
有各种温馨提醒。 还没开餐，
老人们就很自觉地摆放好了
自带的餐盒，等待着分菜。

“这里的厨房很干净，饭
菜也可口， 每周三还会有大
餐，这周是吃鸭子，以前还会
吃猪脚、粉蒸肉、鸡蛋肉丸杂
烩汤等，搭配得挺好的！”92岁
的吴娭毑告诉记者，家人要忙
工作，这个“暖心厨房”解决了
她的刚需。

“老伴走了后， 我一个人
在家做菜也没什么味，来这里
吃现成的， 还能和熟人聊天，

也是不错的。”陈娭毑说，来这
里吃饭的多是一个单位的，熟
悉的面孔聚在一起，总会有说
不完的话，“小陈做的饭菜我
们放心， 油米也是卫生干净
的。”

“菜品很丰富， 味道也很
好。”张爹爹把饭盒装好后，准
备提回家与老伴一同享用。他
说， 儿女有儿女的不方便，自
己买菜做饭都很吃力，“这里7
块钱能买中餐和晚餐的量，晚
上热了可继续吃。”

陈西林说，老人的膳食需
要特别注意，“每餐都会准备
三菜一汤， 一般是三荤一素。
菜谱也要变化，一种菜，每个
星期只会吃一次。”

餐厅的营业时间是周一
到周五。从清晨6点起，陈西林
就得准备每日的饭菜。一直忙
到下午2点半， 收拾完餐厅的
卫生后，她才回家。

陈西林说，老人们支付的
7元钱都是用于每日买菜，而
柴米油盐、场地费用均来自于
街道、社区。“我家人也常劝我
在家里享享清福，可我就是闲
不住，想给大家做点事。”陈西
林是第二机床厂的退休职工，
餐厅开业后，她就一直在为老
人们做饭菜。而她这份能坚持
下来的动力，是老人们的一张
张笑脸，“他们跟我说的最多
的话，就是‘谢谢’、‘辛苦了’，
我也很开心。”

3月25日，在暖心厨房内，老人们等待开餐。 记者 杨昱 摄

打算扩大场地，让更多老人来就餐

7元两餐，三荤一素，菜品不重样

社区

3月25日上午11点半，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暖
心厨房”内，63岁的陈西林将刚炒好的饭菜端上桌，开始给每位
老人添菜，老人们赞不绝口。在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的支持
下，这家餐厅已经营业4年了。小区65岁以上老人，只需花7元就
能吃到三荤一素的两餐，时不时还会有加餐。特困户、低保户、残
疾人等特殊人群，还可免费用餐。 ■记者 杨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