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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可以不用终身带支架了
湖南首例可吸收支架手术成功实施 医生：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植入

遗失声明
花垣县维红大碗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33124MA4M6R
QE0N，经营场所：花垣县城北
体育广场门面）遗失发票 1 张，
代码为：4300172320，发票号码
为：12731424,声明作废。

◆杨阳遗失湖南商学院计算机
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11 年毕
业证书(105541201105001282)
以及学位证书(105544201110
1367),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泰熙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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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电话 18975005550

遗失声明
湖南雷克斯登标识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私章（张孝猛）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闽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私章（闽锋）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仁乐汇餐厅遗失
已作废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51434
969、51434970，声明作废。

◆陈骏哲（父亲： 陈树林，母
亲：伍晓妹）遗失出生证，证号
M430071622，声明作废。

◆尹庆华与康丽亚之子尹展
鹏遗失由鹤城妇幼保健院医
院开具的医学出生证明，编号
L4301782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曾坤餐饮店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043001800104，号码：
18649261、18649306，声明作废。

◆唐蒲英遗失保险人员执业证,
号码为 02000143010080002
01501539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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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赞遗失湖南商学院计算机
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11 年
学位证，证书号：1055442011101
881，声明作废。

◆何维为遗失湖南世纪金源置
业购物中心开具的保证金收据，
单号为：0216077，金额：176
68.8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钛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
码 0408851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时创零点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
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至 2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
黄女士，电话：0731-85237619

清算公告
衡阳西湖奥莱商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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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高云，电话：13607344990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联顺家电维修服务部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账号
18394301040003267 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700034679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劲盛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聚义庄美食城遗失龙山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2433
130MA4L9RDY7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红星美凯龙建材馆韶山商场三
楼海创遗失装修押金条，金额：
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邓芸熙（父亲：邓伐军，母亲：
高琼）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6799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红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0 年
8 月 24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
0066241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俊河岸生态种养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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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全林，电话:13974620788

◆张语欣（父亲：张志华，母亲：周
梦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5517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县黄李兄弟火龙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遗失安仁县巿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431028MA4L
53WP7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东盛大药房遗失湖南省
货物销售发票(卷筒发票)，代
码 143001010128，起止号：3369
6001-33696050，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许华，于 2010 年通过全国注册
监理工程师考试， 执业资格证
书编号 0140786， 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希望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7年 1 月
17日核发代码 934311275659
143286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米莱哆美容店遗失蓝山
县食工质监管局 2017 年 11 月 21
日核发代码 92431127MA4P8
UENXM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集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行
政公章，编号 430626001657
2；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430
6260016573；遗失法人章（陈
诚）；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41
364483至 413644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地质矿产开发服务中心
（普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珍 13807440517

◆李博文（父亲：李辉华，母亲：蒋
笑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1851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臻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于 2019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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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
式： 何臻昆 15111003337

◆喻筱妍（母亲：阳攀，父亲：喻
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2655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省瑞源牡丹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50
00万元人民币减至 1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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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文爱华 18673498098

减资公告
湖南和之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 400 万
元。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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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张
蔚，电话：18670052308

注销公告
长沙快幸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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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 电话：18773130799

遗失声明
湖南运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0772259063N）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文豪汽车配件商
行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 4份，发票代码 14300
1410338，号码 02733805、027
33806、02733808、02733809
（均为第二联记账联和第三联
存根联）；另遗失税控盘和发票
领用簿，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后院茶楼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24
1971052158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谦益门窗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30941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杨志光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7
年 2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04
MA4LC3BC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旺医疗救援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侯家塘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10032470202； 遗
失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罗
永义）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4月23日讯 今日，记
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铁路“五一”小长
假运输从4月30日至5月4日共
5天， 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
960万人，其中高铁发送708万
人，同比增加152.8万人，增长
27.5%。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
出行需求， 该集团计划每日增
开高铁动车63对（加开列车详
情请扫版面左上角二维码） 。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徐婧

本报4月23日讯 未来，大家将
可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西大门进
入桃花岭景区游玩。长沙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今天发布公告， 对岳麓山风景名
胜区西大门（含桃花岭景区东入
口连通桥） 工程监理进行招标。公
告显示，将建桃花岭景区东入口连
通桥等。

西大门工程项目东、南倚岳麓
山山脚，西至西二环人行道，北临
白云路，南至西二环匝道，项目总
用地面积100895.04㎡，总建筑面积
32338.48㎡。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游
客服务中心及地下车库、西大门山
门、 室外景观工程等建筑工程，游

步道、车行道、桃花岭景区东入口
连通桥、 下穿通道等市政配套工
程。 其中地下停车库建筑面积为
22412.30㎡、 观光游览车停车库为
1999.44㎡；西大门山门为11.60㎡。

桃花岭景区定位为综合性生态
旅游景区，该景区西临岳麓山、北倚
梅溪湖。 作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八
大景区之一，桃花岭以郊野游览、生
态观光、徒步登山、科普体验、假日
休闲为特色。 根据之前公布的相关
规划， 修建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西
大门，将与桃花岭东入口紧密联通，
这意味着，届时麓山景区、桃花岭景
区将连起来。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怀化的白先生便是这位
首例尝试可吸收支架的患
者。因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他于4月16日被送入湖南省
人民医院抢救。4月22日，白
先生接受了生物可吸收支架
植入手术，打通了血管，这种
支架植入体内后，将在2年到
3年内自动降解为水和二氧
化碳， 体内不再遗留任何其
他成分。 该手术为湖南省首
次临床应用， 冠心病人通过
此手术可使血管弹性舒缩功
能恢复，实现血管再造。

白先生今年33岁， 体重
180多斤， 平日里习惯了熬
夜、抽烟、喝酒，日前因持续

胸痛发作， 后加重到医院就
诊，心电图检查为“急性心肌
梗死”。

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
病， 一辈子在身体里带着支
架生存， 白先生有诸多顾虑
和担忧。 在获知他的病情及
情况后，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
内科团队对其症状、 检查结
果和治疗需求进行了仔细讨
论评估， 选择为其进行生物
可吸收支架治疗。 在征得白
先生及家属同意后， 心内科
介入治疗团队在其血管内成
功植入可吸收支架1枚。手术
后白先生病情平稳， 没有不
良反应。

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肌梗死，是中国人疾病
致死的最主要杀手，在血管内放置支架是有效的
治疗手段。过去患者体内放置的支架多为金属支
架。4月22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我省首例可
吸收支架手术，3年左右可被人体吸收，血管弹性
舒缩功能恢复，安全可靠。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吴靖 彭翔

“五一”小长假广铁
每日加开高铁63对

岳麓山将建西大门
连通桃花岭景区

心内三科主任潘宏伟介
绍， 生物可吸收支架的支架
梁由有机物合成， 植入冠脉
血管内后， 结合球囊扩张技
术， 既可以解决血管狭窄的
问题， 又可以逐步在体内完
全降解， 不留任何异物在血
管内，实现由“血管再通 ” 变
为“血管再造”，被誉为“冠脉
介入治疗第四次革命”,让广

大冠心病患者有了更多的个
性化治疗选择。

潘宏伟提醒， 并不是所
有的冠心病患者都适用可吸
收支架， 要求患者的病变时
间不能太长， 血管没有严重
钙化， 同时对血管直径及长
度有一定的要求， 因此能不
能植入此类支架， 还应由医
生综合评估决定。

他植入湖南首例“可吸收支架”

并非所有冠心病患者都适用

4月22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团队为患者植入可吸收支架。
通讯员 吴靖供图

出行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今
日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我省高速公路语音和数据信号
总体覆盖率已超过90%， 预计
今年年底将实现高速公路路网
全覆盖。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底，京港澳、沪昆、长张高速171
个室外宏站、13个隧道站，部分
其他高速公路重点路段66个室
外宏站、100个隧道站均已完成
建设， 实现了语音和数据信号
全覆盖， 圆满完成了2018年建
设目标。

“2019年，我省将实现三家
通信运营商的语音和数据信号
在我省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隧道
外、服务区全覆盖，同时网络容
量也得到满足。” 湖南省交通运
输厅科技教育处处长廖毅说。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召学

隧道也不怕没信号
高速年底实现网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