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奇辉正抚摸着这艘长达37.5米的巨型龙舟。 记者 石芳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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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衡阳幸福壹加壹婚礼策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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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玉，电话 18229973458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以下合同和收据不慎遗
失，合同 7 份：GN-6661、6657、
15816、15812、04521;YRY-0850;
JW-03996；收据：7271161-7271
180、7270621-7270640、1319441-
1319460、1114181-1114200、1114
161-11141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君兰苗木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宋利英，电话 15307352678

注销公告
汝城县百达卡丽食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宋训波，电话 13392220508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旺旺路社区友邻
缘帮扶服务中心，经全体成员决
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民办非企
业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赛君 电话：13548674545

遗失声明
安乡县科学技术局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证号 00641431-9；遗
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工行安
乡支行潺陵分理处，编号 5510-
00791200，核准号 J5581000017
702,账号 1908073809026400597；
声明两证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码：91431002MA4M1DH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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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志刚、李娜组成。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187270058
湖南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0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斯亚纺织品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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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芹美，电话 18673165688

遗失声明
湘乡市供销合作总社遗失湖南
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二份，号码：03903778、03903779，
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通 告
因移动数据中心“T”接

110 千伏桂白线新建工程施工
需要 ， 经有关部门审批 ，于
2019 年 5 月 11 日 23 时 至
2019 年 5 月 12 日 6 时对株洲
市迎宾大道和田林路进行封闭
施工，届时，请过往车辆提前选
择好绕行路线， 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一： 从南往北上
长株高速的车辆从前面田林路
出口驶出长株高速连接线右转
走田林路经龙头铺镇后过玉龙
路上长株高速。

绕行路线二： 从北往南刚
出长株高速的车辆从收费站
500 米驶出长株高速连接线走
辅道，左转经玉龙路绕行。

绕行路线三： 田林路从西
往东车辆在兴隆农贸市场位置
向右绕道行驶。

绕行路线四：田林路从东往
西车辆往龙头铺镇绕道行驶。
特此通告。
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株洲云龙示范区建设项目管理
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9 日注销公告
长沙宁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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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磊，电话 13548944362

减资公告
岳阳乾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8000万元减至 3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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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 13387300680

项目概况： 祁东东升家庭农场拟
在祁东县砖塘镇龙溪村建设“祁
东东升家庭农场种养基地建设项
目”， 项目建成后年出栏 9800 头
生猪，年存栏 4900头猪。
建设单位：祁东东升家庭农场
联系人：周总 13017178828
环评单位：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祁东东升家庭农场种养基地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项目概况：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
限公司拟在衡南县三塘工业园
建设“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限公
司 PET 塑料加工项目”，项目建
成后主要是进行塑料破碎、造粒
及拉带生产。 建设单位：衡阳迅
发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总 13922364521
环评单位：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衡阳迅发塑胶科技有限
公司 PET 塑料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项目概况： 湖南广裕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拟在祁东县归阳工业园
建设“年产 20 万立方汽车泡棉项
目”，项目建成后主要是进行丁腈
泡棉、三元乙丙泡棉、硅胶泡棉三
种汽车泡棉生产。
建设单位： 湖南广裕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总 13906127775
环评单位： 湖南汇恒环境保护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0731-89838632

年产 20万立方汽车泡棉项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 15 时在长沙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三楼拍卖厅公开拍卖旧
机动车共计 22 辆，有丰田皇冠、
凯美瑞、本田雅阁、别克 GL8、
君越、奥迪等车型。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明及保证金 2 万元/人进账单前
往交易中心 1 楼大厅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 保证金指定账户：长
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
金专户； 账 号：4318 9999 1010
0037 57150 00024；开户行：交通
银行长沙潇湘支行。

报名及车辆展示时间、地
点：2019 年 5 月 16-17 日 17 时
截止前在岳麓区岳华路 279 号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大
厅进行报名登记，在芙蓉区晚报
大道 412 号长沙市出租汽车公
司院内进行预展。（请登陆 ww
w.fwpt.csggzy.cn 了解详情）。
咨询电话：交易中心 89938806
拍卖公司：15575828858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
法院（2017）浙 0303 执 83 号之
八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
执行人谢丽华名下的坐落于隆
平路 218 号中房瑞致小区 71、75、
76 栋不动产 2209 号房产、权证
号为：715110177 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14994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编号为：515041202 的
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3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孙强林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洞井镇鄱阳村友信
机电商城 2 栋 102 号房（权证
号 00559236）、202 号房（权证
号 00559244）、302 号房（权证
号 00559235）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分别为长国用（20
08）第 012143、第 012147、第 0
12151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
该房编号为：514097358、51601
2227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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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对《湘江永州至衡
阳三级航道建设二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进行全本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
下载的网络链接：
http://www.hnjtgh.com/ar
ticles/11/2019-5/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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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地周边，可能受本项
目影响的居民或团体。
四、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填好后的《公众意见
表》，通过发送电子邮件 、传
真、信函、电话等方式反馈或
到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办公地
点当面进行反馈。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公示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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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工 0731-84749601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0731-82256395；
441675669@qq.com

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
建设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湖南友能高新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
法院（2019）湘 1002 执恢 7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桂芳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开
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
达江苑 10栋 102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711001688 的房屋所
有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岳文和（身份证号码为 4301241
96910084519）因不慎遗失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保单，车牌号为湘
A9ZK38，保单号为 8051120184
39999030620，单证号为 181034
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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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珂（父亲：王志远，母亲：彭
澧）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099182，声明作废。

◆冉承功遗失长沙市开福区清
水塘街道芙蓉中路绿地中心 T3
栋 2318 购房发票，发票号码：
20091646，声明作废。

◆伍洲遗失一级建造师（建筑
工程）注册证书，注册编号：湘
143151614666; 以及安全员 B
证，证书编号：湘建安 B（2016）
0500586，声明作废。

◆杨胜强（身份证号 430124
198809258472）遗失驾驶证，
特在此登报声明。

◆邹旖旎（父亲：邹金敏，母亲：
邹敏 ）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F430187048，声明作废。

◆王宇阳、黄宇晨（父亲：王海
军，母亲 ：黄小春）遗失湖南
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0
67164、Q4304986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子君不慎将与湖南达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三张购
房收据（票据编号：XSCS00003
37、 XSCS0001230、 XSCS0001
229）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雅鼎宾馆(430223
19760926655201)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3 张，代码 043001800104，
号码 70249581、70249582、70249
5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鸿
昆热泵服务中心遗失衡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2009 年
7 月 2 日核发注册号 430404600
01122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我母亲生病后，家里
负债二三十万， 曾有过轻
生的念头。 他们送来了
1500多棵苗木， 又通过健
康扶贫捐助了2万元，给我
们带来了希望。”平江县泊
头村深度贫困户叶树仁近
日迎来了丰收季， 他种植
的苗木已经卖出了好价
钱，心里乐开了花。

2018年5月20日起，碧
桂园集团开展结对帮扶岳
阳市平江县工作， 推进
“4+X”扶贫模式，即党建
扶贫、 产业扶贫、 教育扶
贫、就业扶贫，结合帮扶地
区实际拓展的自选动作，
立足贫困地区实际， 蹚出
了一条可持续的、 可复制
的扶贫路。

“庭院经济”
助力绿色脱贫

平江县由于地缘偏
僻， 仍有很多贫困人口。
2017年，平江县有136个贫

困村，41482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142848名贫困人口。

5月阳光明媚，平江县加
义镇泊头村苗木基地， 苗木
吐露着嫩绿的新芽。 泊头村
村民刘兴妙正忙着给苗木施
肥浇水，“我们做工的收入为
每天100元，除去因照顾老人
而误工的因素外， 每月能获
得1000多元的收入。 再加上
当地政府和碧桂园对其帮扶
的其他项目， 我的收入正稳
定提升。”

“基地占地106亩， 企业
和泊头村集团合作社签订
合作协议，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企业出资
金、出苗木、出技术，并负责
市场销售； 合作社统筹管理
村民集体务工，村民出土地、
出劳力。”碧桂园平江县扶贫
小组负责人赵康乐介绍。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苗木基地一共雇佣以泊头村
为核心的工人120名，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27人， 总薪酬
已近25万元， 村民个人最高

的工资超过了4200元。

“富口袋”还需“富脑袋”

泊头村村民陈灿根曾以
回收破烂为生， 月收入仅
1000多块钱， 老公在家做零
工，家里仨小孩读书，还有老
人需要赡养。扶贫小组通过月
嫂（育婴师）培训班，帮助其就
业，仅6个月时间，已完成5单
月嫂工作，累计收入近2万元。

“结合当地群众意愿，开
展各项技能免费培训， 并利
用产业链优势， 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劳动力开展订单式职
业技能培训。 为贫困户提供
就业岗位，实现培训、就业一
站式服务， 帮助其掌握致富
门路和技术。”赵康乐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他们已面向全
社会进行铝模产业工人、维
修电工、 家政月嫂等多技能
培训，平江县有超过180人实
现了推荐就业， 平均收入在
3500-6500元。

■记者 卜岚

龙舟竞渡， 是湖南人的端午记忆。
每逢端午，长沙人都会驾起龙舟，在湘
江、浏阳河等水域展开龙舟赛，这一习
俗已流传了两千年。

在长沙市芙蓉区金科社区的一片
居民区里，一艘长37.5米的巨型木制龙舟
静静地躺了9年。它曾参加过2010年长沙
端午节龙舟赛，并以每米6秒的速度夺得
当年比赛的冠军。他的设计者叫杨奇辉，
今年66岁。他希望这艘巨型龙舟能够在
今年端午节下水，重振当年风采。

他设计了长沙最大的龙舟

杨奇辉从1981年开始研究龙舟的
设计制作。按照他画的图纸，木匠师傅
打造的龙舟轻便，划起来也省力，速度
也更快。

2010年， 金科社区还叫农科村。村
里一艘23.8米的老龙舟已经服役10年，
很多零件已老化。为了筹备浏阳河东屯
渡段的龙舟比赛，便请来杨奇辉设计一
艘新龙舟。他不负众望设计了一款长达
37.5米的巨大龙舟，船里能坐64人，取名
“农科卫星”。

这一艘龙舟用的材料都是直径为
24厘米、长17米的木材，共18根，其中龙

头用的是樟木，船身都是杉木。因为龙舟
太大，当时还是用50吨重的吊车吊下水
的。那一年，这艘龙舟以每秒6米的速度
一举夺冠。从此，杨奇辉也成了附近一
带的名人。

闲置龙舟渴望能重新下水

“这条龙舟自从2009年参加过比赛
后就再也没有下过水了。”杨奇辉十分惋
惜。“后来因为民间比赛组织较少， 使用
大型龙舟的情况更少，玻璃钢材质的龙
舟正兴起， 这些木制龙舟就搁置了。”他
告诉记者，要重新启用这艘龙舟需要近
20万，这笔钱从哪里来呢？

“它们经过风吹雨淋， 油漆未脱落，
也没有裂痕。” 他轻轻擦去积在龙舟上
的灰尘， 像对待孩子一样抚摸着它。巨
型龙舟反扣在几条椅子上，身上红黄相
间的“鱼鳞”依旧鲜艳，船头底部还有一
个大大的“王”字，船身依旧坚韧，似乎昭
示着还想劈波斩浪。

又近端午佳节，“希望大家能重视传
统文化保护， 让民间活动有投入、 有组
织，让‘巨龙’重新下水，重振辉煌。”杨奇
辉无比期待。

■记者 石芳宇

“冠军龙舟”静躺9年，渴望端午节下水
它是一艘长37.5米的巨型木制龙舟，能坐64人 设计者希望它能重振风采

“庭院经济”助力绿色扶贫
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