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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

遗失声明
长沙智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57
0294872K）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邱宇）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在
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管理监督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业务需要原因， 经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不再注销， 未进
人清算程序，继续营业。 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 特此公告。
长沙千手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菲
电 话：15074819178

遗失声明
长沙栖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
号码 4502462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祁东县袋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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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文，电话 13397619888

变更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兴达木业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2M
A4MCBRU7P），因公章年久磨
损，于 2019年 4月 10 日停止使
用并销毁，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创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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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电话 13787101954

注销公告
湖南省金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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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铁军 电话 18974912695

遗失声明
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和工会遗失公章各一枚（即“中
共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委
员会”和“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
公司工会委员会”），声明作废。

◆陶国元、彭喜华遗失由原祁东
县房地产管理局发给的祁房权
证字第 00020904 号房屋所有权
证书，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4 月 10 日湖南宇诚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来资本 588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4880 万元人民币。 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小桂，电话 15200216988

减资公告
宝龙计算机系统 (湖南 )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由原 5508万元减少至 2699 万
元。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后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成连,电话:13801173959

一、项目概况：新建项目，位
于安仁县境内，拟安装 20 台
2.5MW 风电机组，总装机 50MW。
二、环评结论：工程符合产业
政策、规划。 在采取措施，控
制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确保自
然保护区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项目建设可行。
三、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曾工 1867070041；
评价单位：田工 0731-82835270。
公众可索取环评文本，反馈环
保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安仁大源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安仁山口田风电场
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周小平不慎遗失长沙兆禧公
司开具的建发泱著购房收据，
号码：00900152（560 元），009
00151（562425 元），00977284
（50000 元），现声明作废。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浦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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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禹,电话：15842889808

◆祁晓波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403903，
签发日期:2018年 12月 20日，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古丈县顺天石材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33126MA4L
DHUCX6）遗失印鉴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深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6 年 5 月 2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3MA4L4LBN0F，
声明作废。

◆胡飞遗失恒大华府开具的商
品房认购（收据联，客户联）共
1份，收据编号：0003143，金额：
10000 元，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9 年 4 月 9 日 17 时许，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名男尸，身高约 172CM，上身
穿白色短袖、下身穿蓝色牛仔
裤和黑色特步牌板鞋，如有上
述失踪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周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遗失声明
湖南华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三份，
发票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
码：21102230，21102231；发票代
码：4300172320，发票号码：2813
3712，声明作废。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疗
机构,现予以公示:
名称:湖南菲澜口腔门诊有限公
司长沙天心菲澜口腔门诊部
类别:口腔门诊部
机构性质:营利性
床位(牙椅):6张牙椅
执业地点: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9号安玺雅苑 B1栋 301-310房
诊疗科目:口腔科;医学影像科:
X 线诊断专业(口腔)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会
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依
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门: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05、
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点石铭汇音响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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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国光，电话 13762009613

遗失声明
岳阳协力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核 发 的 账 号
58726756922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2683701， 行政公章、财
务专用章、 刘金罗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肖树红遗失低压电工证：证号
252307016990，现声明作废。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 http://www.lledz.cn/arti
cle?id=906。（2）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电
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规
划组织单位或环评单位申请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醴陵经
济开发区范围内及附近公众与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lledz.cn/article?id=906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您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
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您可以通过
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与规划组织单位或环评单位联
系（联系方式见征求意见稿）。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湖南醴陵经济开发区调区扩区

◆胡杜勇遗失长沙大学成人高
等教育毕业证书（注册号：1107
7520020600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宏娜日用品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0 年 6 月 3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
0560020712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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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84464801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朱永辉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编号：湘财通字(2017)
257150227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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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神舟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微调手
术， 也会出现这么大问题。”2018年
12月12日，市民梁女士在芯美昕医美
做了一项名为“大分子玻尿酸”的注
射手术，之后出现头昏脑胀的症状。

梁女士回忆，当时自己把情况
反映给工作人员后，没想到对方只
是说了一句“没事的，休息一下就
好了。”直到当天傍晚，梁女士身体
渐渐支撑不住。其称，在她的强烈要
求下， 工作人员才把她送到湘雅医
院进行检查。

梁女士自称：造成身体不适的
主要原因，是玻尿酸注射到了动脉
血管。根据湘雅二医院的诊断书上
显示：1.上睑下垂（右眼） 2.右眼视
力下降原因： 视网膜分支动脉阻
塞。经过视力检测，目前梁女士右
眼视力为0.8， 而手术前其右眼视
力为1.5。

“当时送到医院时， 人已经处
于昏迷状态。”梁女士表示，在芯美
昕医美打完玻尿酸后，鼻梁、额头上
的皮肤多处坏死。 采访中记者注意
到， 梁女士的鼻梁上侧的确留下了
一片红色的血印，“五个月了， 一直
没有完全消除。”

一针玻尿酸，女子当场昏迷视力骤降
疑注入血管导致，女子投诉“长沙芯美昕医美” 调查：交5万当股东，介绍客人可提成

原以为只是一项简单的
玻尿酸注射手术， 没想到当
场昏迷后送医。 去年12月，市
民梁女士在长沙芯美昕医疗
美容门诊部（以下简称芯美昕

医美）做鼻子微调手术，结果梁女士当场陷入昏迷后送医。
“事情过去快五个月了，他们也一直没个说法。”梁女士

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经湘雅二医院诊断为：上睑下垂，视网
膜分支动脉阻塞导致视力下降，“脸上的皮肤也有多处坏死，
留下了很多红印。”

■文/图 记者 张浩

杭州芯美昕招商会涉传销

“我在芯美昕交了6万元的
费用， 现在觉得这个好像是传
销模式一样。”“我朋友被同事
介绍到芯美昕交了48000元的会
员费， 医院给她15000元的奖
励。”记者通过网络查询，发现大
量质疑芯美昕涉嫌传销的帖子。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 浙江台
州的小王听朋友介绍加入了杭
州芯美昕医疗美容， 成为会员
后， 小王得到了两张现金抵用
券，加起来价值106000元，实际
价格小王只花了48800元。 原价
卖出去还能赚5万多， 小王觉得
赚大了，可几天后她又觉得不对
劲，要求芯美昕退款。

另据浙江当地媒体《1818
黄金眼》报道，2017年3月21日下
午， 杭州芯美昕在萧山宝盛水
博园大酒店举办了一场招商
会。报道中称，金牌讲师出场后，
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教会员如
何给他人洗脑。这场招商会被会
员匿名举报涉嫌传销，萧山市场
监管局开发区所的执法人员立
刻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如今我自己脸上都
是坑坑洼洼， 谁还会相信
我。”梁女士是长沙一家美
甲店的店主， 作为一名美
容工作从业者，在她看来，
自身形象也是本钱。

2018年下半年， 一名
自称芯美昕医美的工作人
员来到了梁女士店里。对
方称， 开美甲店有一定的
资源， 可以将客人引导去
芯美昕医美进行整形消
费， 梁女士也可以按比例
分成， 但前提是交一笔费
用成为会员。

“他们说成为会员，也

就相当于公司的小股东，公
司上市了还可以分红。”梁
女士称，在这名工作人员的
怂恿下， 自己交了5万元成
为了芯美昕的会员。双方约
定，只要是梁女士介绍的客
户， 公司会按40%—60%的
提成分给梁女士，“就是拉人
头、拿提成，像传销一样。”

“听上去很诱人， 出了
问题却不管不顾。” 梁女士
说， 事发后自己多次以打
电话、 发微信的方式与芯
美昕医美负责人沟通，但
对方刻意回避 ，“电话不
接，微信也不回。”

对于梁女士的质疑，
芯美昕医美又会作何解释？
4月9日上午，记者陪同梁女
士来到了位于岳麓区梅溪
湖街道的芯美昕医美公司。

当记者提出为何会将
玻尿酸注射到动脉血管时？
该公司一名负责人称： 我不

回答你这个问题，“她的情况
是一种并发症。”对于公司会
员制度涉嫌传销模式的问
题，该负责人更是避而不谈。

目前， 记者已经将情
况反映到了长沙卫计和工
商部门， 事情的进展本报
将持续关注。

交5万当股东，介绍客人可提成

回应

一桶洗澡水
险让幼儿丢命
医院10天连收3例溺水患儿

本报4月10日讯 想起重症监护室
中的儿子，王女士就会眼红掉泪。谁会
想到，一桶洗澡水，会让孩子在家里溺
水，险些失去性命呢？

随着气温的升高，溺水事件也越
来越高发。4月份以来， 南华大学附属
长沙中心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连续收治
3例溺水幼童，给家长们敲响了“防溺
水”警钟。

4月8日晚7点，天气闷热，家住长沙
芙蓉区的王女士如往常一样放了一桶
温水，给刚1岁半的儿子游游（化名）洗
澡。洗完澡后，一家人一起在客厅休息。

“就一眨眼的工夫， 我去阳台收了
下衣服，就发现孩子不在客厅了。”想起
洗澡桶里的水没倒，王女士赶紧跑到卫
生间，看到了最担心的一幕：游游整个
身体已经栽进了浴桶！

王女士赶紧给儿子进行心肺复苏，
并立即将游游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由
于病情危重， 又转到长沙中心医院儿童
医学中心。游游入院时已经昏迷，生命垂
危。该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张小佛表示，由于游游溺水时间不短，
很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脑损伤。

4月份以来，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
心医院收治了3例溺水患儿，其中有1例
是家中溺水，另外2例为池塘溺水。

张小佛表示，“不是水多、 水深才会
发生溺水，对于婴幼儿来说，就算一个小
水盆（桶），只要栽下去呛到水，或水面盖
过口鼻，就有可能导致溺水，甚至死亡。”

张小佛提醒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小
孩的看护，不要让低龄儿独处，对于家
里有1-3岁婴幼儿的家庭， 一定要防止
小孩接触到储水， 避免家中溺水的发
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谢齐放 高琳

调查
玻尿酸注射到血管陷入昏迷

消费者的情况是一种并发症

在芯美昕医美门口，梁女士向记者讲述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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