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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妈妈背着渐冻儿子上北京看升旗
为实现儿子最大的心愿，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旅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张诺依（父亲：张龙，母亲：邓
婵）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50658，声明作废。

◆夏梓琦（父亲：夏赞扬，母亲：刘
兰兰）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440411，声明作废。

◆章懿哲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30219821014105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96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湖南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暮云
镇中意二路 145 号聚豪山庄
（比华利山）林荫大道 48 栋 103
号房产、权证号为：C708012
484 上的 103 号房屋所有权证
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县水渡河河坝改造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93696
01 开户银行长沙星沙沪农商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立支行，
声明作废。

催归通知
黄友良（男，身份证：362204199
203171418），自 2018 年 6 月 2
日起你请假逾期未归， 公司采
取多种方式仍无法与你取得联
系。 现登报通知你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回中国水利水电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铁路公司报
到。 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公司
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相
关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联系人：刘承贤
联系电话：18874786903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铁路公司

2019 年 5月 7日

遗失声明
黄中元遗失淞达市场东一楼 99
号国税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23
2219790131046X01，声明作废。

◆贾优（父亲：贾光权，母亲：田依
雨）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055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澧水永胜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
16 年 9 月 6 日核发 93430821M
A4L6A6U75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长城铜业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工商局 2010 年 5 月 14 日
核发注册号 43062600000234
4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李豪杰（父亲：李泽文，母亲：彭
淑惠）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3832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金星园艺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01 年 8 月
14 日核发注册号 4308211000
372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甲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号码 03621574，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 院（2019）湘 0105 执 字 第
407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被执行人张奕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
纪城望江苑 1栋 103 号房屋、权
证号为 20160001914 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600
01257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湘 01 执 399 号之三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周军名下坐落于长沙市雨花
区劳动西路 528 号现代华都家
园 4 号栋 1403 号房产、权证编
号为：长国用（2012）第 012
96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
告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庄稼时伟黄金茶专业合
作社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25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NA00017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贺江平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4 年 6 月 3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131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广东南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湘府路支行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
1103620750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奔龙能源化学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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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世虎，电话 13307348835

◆长沙理工大学仇家喜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8105362020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永盛油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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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勇，电话 15080852727

◆黄国栋遗失全国毕业研
究生就业协议书， 其编号:
01910541005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丽妍化妆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30104MA4M37DR3F,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吾十岚饮品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财智道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郴州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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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静娴
电话：15111161676

◆徐润凯（父亲:徐建明，母亲:刘
慧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10376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协力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正本 91430602
MA4L290M98，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冷水江市天银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经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13810000
15544，声明作废。 遗失公司行政
公章，编号 4313000058630，声明
作废。 遗失冷水江市国、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登记号:43138106
2249506，声明作废。

张卫汉、周稚、肖明亮、刘贵高、
肖秀清（买受人以下简称乙方）
先后与衡阳博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出卖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4000226559 下简称
甲方）签订公司打印合同五份，
该五份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的商
品房位于衡南县咸塘镇新街
（红泰源小区）分别为 A 栋 701
室、702 室、703 室、704 室、706
室住宅面积共计 775．27m2，单
价 1480 元/m2，全额 1147399 元，乙
方五套住房应付甲方商品房买
卖合同房款，合计：1147399 元，
由于乙方自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 后至今尚未支付甲方购房
款，甲方多次沟通，通过电话催
告，但乙方置之不理，据此，甲
方为维护本公司商品房销售正
常经营活动不受影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94
条，二款《四》项之规定特依法
通知乙方“解除双方所签订的
伍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因乙
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 甲方有
依法提出赔偿损失的权利，鉴
于乙方下落不明， 本通知公告
送达生效，特此通知！

2019年 5月 6日
通知单位： 衡阳博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解除红泰源房屋定购协议书的通知

七甲-江背山风电场位于湖南
省郴州市永兴县和资兴市境
内 ， 距资兴市直线距离约
46.5km ， 拟设计安装 60 台单
机容量为 2.0MW 的风力发电
机组。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
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本次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工程建设项
目周边， 可能受本项目影响的
居民或团体。公示发布单位：中
广核新能源投资（深圳）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
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 http://www.cgnne.
com/cgnne/xwzx2019/2019-04/
29/content_73777ffc31774f5a9
97ba72a7be8a184.shtml；
报告纸质版获取地址： 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二段
688 号中南（长沙） 总部基地
3-C 栋 02、03 号房；
联系电话：18975501997
邮箱：155360039@qq.com

郴州七甲 - 江背山风电场
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
化处理技改项目。
项目概况：本项目在现有的长沙
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内进
行，主要是现有设备以及环保设
施的升级改造， 技改完成后本项
目建设规模为处理餐厨垃圾：800t/d。
二、环评、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
式。项目建设单位名称：湖南联合
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杉
联系电话：13637492520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 中煤科
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璐
电话：0731-84162899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内的任何受项目影响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其他公
众也可发布对项目在环保方面的
意见和看法。
四、 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及
具体形式
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
众可以电话、 邮件等方式联系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全文可见：http://www.hnlhcc.
com/news_view_230_109.html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
司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技改项目环评影响评价公示

遗失声明
衡阳市南方崛起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代码：91430405MA4M8
89D3B）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9 份，代码：043001800104，号
码：42554706-42554710，425547
00－42554702，42554692，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4 份，代码：
4300164130，号码：08631051－08
631053，086310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格度商贸有限公司九龙仓
分店（91430102MA4PFTAK50）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
码 043001800104，号码 607607
03，金额：419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吉首市高氏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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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隆云 13174223080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绿盛农副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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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元，电话 13974952226

注销公告
韶山市双和种养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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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项军，电话 13607323926

◆王俊林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381200554)和经营许可证(证
号 4303812003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湘蓝苦瓜蔬菜种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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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廖奇辉，电话 13762978926

◆王连成遗失执业护士证，证
号 201143018705，声明作废。

撤店声明
河西王府井购物中心 3楼孩之岛
卡通乐园将于 2019 年 5 月 5 日
因合同到期开始闭店撤场。 会员
可至孩之岛其他门店继续游玩。
联系人：曹晶
联系电话：16674245934

门面招租
金满地外街 A区 505号门面招
租，黄金铺面。 联系人:彭先生
电话：13974992792

遗失声明
湖南川锋锐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吉首市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69
000087720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天银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5 日经股东会决议
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成
电话:15080849888 清算地址:冷
水江市沙塘湾街道办事处王坪
湾居委会 12组 106号 ◆湖南理工学院黄子萍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432007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武陵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4 月 1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3101000013605，声明作废。

◆张振楠（父亲：张双全，母亲：
曾丽）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181267，声明作废。
◆李宇轩(爸爸：李银超，妈妈：王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53855，声明作废。
◆何奕坤（父亲：何功武，母亲：雷
滟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98340，声明作废。
◆张丁凯（父亲：张仁伟，母亲：彭
树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905356，声明作废。
◆张雨萱（父亲：张仁伟，母亲：彭
树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98437，声明作废。
◆湖南理工学院黄子萍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432007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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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苍翠的山，有新绿的田野，还有开放在山间田野中各色
的鲜花……从长沙出发后，开往北京的G84列车时速很快。湘
来靠在座椅上，一直欣赏着车窗外面无限的风光。

这个14岁的男孩， 半岁时便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症，也叫渐冻症。他一直有个心愿，便是去一次北京，看看天安
门，看看升旗仪式，还有向往已久的长城。

比癌症还可怕的
“渐冻人症”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虽
然和“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
化症” 发病机制不同，患者也
常被称为“渐冻人”。这是一
类由于基因缺陷所导致的肌
肉变性病， 以进行性加重的
肌肉无力和萎缩为主要临床
表现。患者随着年龄增长，肌
肉逐渐萎缩以至瘫痪， 直至
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身
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故
俗称“渐冻人”。疾病发展到
最后阶段， 患者只能眼睁睁
地等待着自己全身衰竭而
亡。这种恶性疾病鲜为人知，
比癌症更可怕， 患者通常是
幼年发病，12岁瘫痪，18岁死
亡。 目前世界上尚无有效根
治方法。

2018年5月11日，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联合
制定了 《第一批罕见病目
录》，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被收
录其中。

■记者 李琪

14年不离不弃，母子相依为命

田秀银是湖北来凤人，嫁到了
湘潭，一年后生下了湘来。

湘来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感
冒，半岁就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
不良症。虽然智力正常，可湘来的
躯体症状却不断明显，别的小孩一
脚能跨过的门坎，他反复抬脚却始
终过不去；到上小学时，他走路的
步子不断减轻，随时可能倒下。

更加不幸的是，2012年，湘来
爸爸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家里的顶
梁柱轰然倒下，生活的担子全压在
了田秀银身上，她既要赚钱养活孩
子，还要想办法给他康复。

擦鞋、卖报纸、搞家政，甚至是乞
讨，田秀银都会去尝试，艰难地维持着
母子俩的生活。“我不会放弃， 每天都
期待着渐冻症被攻克。” 无论去哪里，
田秀银都会用轮椅推着儿子同行。

这个坚强妈妈和渐冻儿子的故

事，本报曾在2017年报道过，引起了
很多读者的关注，不少人伸出了援手。

为儿子实现最大的心愿

湘来的身体肌肉逐渐萎缩和
无力， 身体如同被逐渐冻住一样，
从最开始的可以行走，慢慢进行为
只能坐着。 现在的他只能躺着，甚
至呼吸都开始困难。

“他的每一天， 都是在倒计
时。”儿子在身边的每一天，田秀银
都很珍惜。今年4月，带着湘来到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复查时，医生告诉
他，孩子的病情又加重了，晚上最
好是佩戴呼吸机。 渐冻症的患者，
最后会因为呼吸肌无力、 衰竭去
世。 湘来已经开始呼吸困难了，这
个消息让田秀银很伤心。

必须为儿子实现他的心愿了，
她想。这些年来，湘来好几次跟妈
妈说，他很想去一次北京，去看看

电视里经常播放的天安门和长城，
想去参加一次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田秀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志
愿者肖壮敏。肖壮敏是雅礼雨花学
校的退休老师，四年前就开始帮助
这对母子， 听说湘来一直想去北
京，她决定出资并陪着一起去。

开始人生第一次旅行

“提前10天就买好了票。”田
秀银说，湘来开心得很，每天都会
问妈妈好几遍出发的时间。

5月6日9点， 田秀银背着湘
来，肖壮敏拿着行李，登上了前往

北京的G84动车。
湘来的座位靠着车窗，他一直

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显得非常兴
奋。“平时他话非常多，今天却有点
安静，只是看着外面。我们和他说
话， 这孩子竟然觉得我们打扰了
他。”田秀银说。当天14点50分，湘
来到了北京西站。当地有志愿者安
排好了车辆，到车站把湘来接到了
酒店，还为他准备了礼物。

“北京真的很大，也好漂亮。”视
频中的湘来， 显得很兴奋。“明天就
去看升国旗仪式。”田秀银说，接下
来他们会去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
胜古迹，期待与儿子的美好旅行。

5月6日上午，长沙火车南站，田秀银背着儿子出发去北京“圆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