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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湘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914301057225536431） 遗失黄
河的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翠玉蜜柑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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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先中，电话 13974414385

遗失声明
湖南万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6 年 7 月 18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2MA4L5H8Y6W；
遗失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罗明亮)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建新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1 年 5 月 3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3F507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高友余，身份证号 4301221
96401171646，月亮岛滨水动漫
创意中心项目拆迁户， 限价商
品房购房证明遗失， 编号：
4714，面积 385m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群策群力传媒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3MA4L2CB150）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53320，号码 00535041 至
00535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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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开福区周攀小吃店遗失
2016 年 5 月 16 日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5
MA4PEQFJ5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细云、杨文婧、艾辉、肖志
伟、肖阳、姜一遗失招商银行
预告证，证号：215013475、21
5003947、0017416、0015447、
0017950、0197324，声明作废。

◆钟锐瀚(父亲：钟永洪，母亲：张
腊枚)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940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宏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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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电话 19973558826

注销公告
隆回县凤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经全体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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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燕，电话 17873927685

◆王睿(父亲：王俊峰，母亲：谢辞
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409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时代弘亿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交通银行中山路支行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42824201，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和国电电力湖南郴州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以及双方签订的《公司合并协议
书》，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电电力湖
南郴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合并
完成后，国电电力湖南郴州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国电电
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
续，国电电力湖南郴州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国电
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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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各方公司的
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 特此公告。联系人：刘晓华，
联系电话 15084890055，联系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一
段 176号旺德府国际 16 层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湖南郴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 9 日

迁坟公告
经自然资源部自然资函[201

8]424 号文及省人民政府[[2019]
政国土字第 354 号宙批单的批
准， 征收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
中青社区、 捞刀河街道高岭社区
集体土地 20. 7996 公顷作为长沙
市 2018 年度第五批次项目(该项
目本次实际腾地 15.1274 公顷)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于 2019年 4
月 24日发布了 [2019] 第 023 号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 由于该项
目工程建设在即， 红线范围内有
少量坟墓急需迁移，具体范围为:
长青公路以西、沙坪敬老院以东、
弘上物流项目以南、 梅花塘路以
北红线范围内 ( 具体位置以红线
边沟为准)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
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二十日
内，速与长沙市 2018 年度第五批
次(夸特纳斯)项目拆迁指挥部联
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
作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联系人:
李先生 18975199318(沙坪街道)
刘先生 13574848570 ( 金开区)
联系地址: 沙坪街道长沙市 2018
年度第五批次(夸特纳斯)项目拆
迁指挥部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区分局
2019年 5月 11日

环评信息公示
5 万吨/年聚氯化铝项目位于
怀化市洪江区工业集中区，
公众可与建设单位联系索取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
版，或通过查阅该项目征求
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w
ww.hgkjgf.com/cn/list/i
nfo_25.aspx?itemid =336，
征求意见范围为受本项目影
响的单位和个人，公众可在
信息公开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电话
等方式发表对本项目的意见。
建设单位及联系人：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部长 07457695064

注销公告
吉首市旭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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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芝，电话 13762146913

遗失声明
吉首市宏明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4 月 8 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3433101MA4PG6EX
X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家祥装饰材料店遗失
原法人章一枚，法人，曹小红，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归园田居茶餐厅
(税号 92430111MA4PHP649X)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 张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17665946,声明作废。

◆肖春国身份证号 430322197302
015010 遗失中学高级教师专业
技术资格证,系统编码:A0408
1000000001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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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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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名下坐落于长沙市天心区暮
云镇中意二路 145 号聚豪山庄
瑞加山谷 6栋 105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 C708012505 记载的 105
号房屋所有权证转移（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谢春英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12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459589，声明作废。
谢春英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10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225308，声明作废。
谢春英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10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225390，声明作废。
谢春英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10 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225558，声明作废。
谢春英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4 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44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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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121 执恢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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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云
镇中意二路 145 号聚豪山庄
文山路 53幢 103 号房、产权
证号为 ：C711038573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戴霞(身份证号 430103197506
220526)在 2013 年申请的购房
货币补贴已过期，特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9 年 5 月 8 日 17 时许，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群众报警，称在湘江水域望城
丁字湾汽渡码头处发现一具男
性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判
断：死者全身未着装、年龄在
28 岁至 30 岁区间、身高约 187
厘米、平头、发长 4 厘米，如有
上述失踪人员请与我所联系。
联系人：曹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蒋宜婷（父亲：蒋小波，母亲：吴
孟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0819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小伙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9143030439403523X5）2017 年
7月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彭毛伟服装店公司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人民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帐号为 191501050920
0245589，核准号 J5690000
6775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艾尚美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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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清 电话：13807312567

遗失声明
永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山支行预留的公章（编号：
4331270002301）及法人印鉴章
（田正勇）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邹沙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8 年
4 月 18 日核发 92430382MA4P
H5185C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璐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1 月 20 日核发 92430382MA4L
B74WXL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代海军遗失湘 H0851挂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220102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岳阳市弘信广告图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
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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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银龙 1738202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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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为：511063828 的房屋他项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通过验收的吉首美术馆桥。 通讯员 田尧江 摄

本报5月10日讯 乾州古城新
增一个地标性景点！ 记者今天从中
铁二十五局集团获悉， 位于吉首市
乾州古城的吉首美术馆桥通过竣工
验收正式落成，具备了开馆条件。这
是艺术大师黄永玉在湘西捐建的第
10座桥。

美术馆桥以桥上桥的形式构
成， 是亚洲首座双层叠合梁式美术
馆桥。 开馆后将展出国内外众多知
名艺术家作品， 为游客带来高雅艺
术的视觉享受。

黄永玉在家乡捐建的
第10座桥

吉首美术馆桥位于国家4A级
景区吉首市乾州古城内的万溶江
上，全长60.6米、宽19.66米，由湘籍
艺术大师黄永玉出资捐建。 这是黄
永玉继凤凰县沱江古城四桥、 吉首
市峒河五桥之后， 再次在湘西地区
出资捐建桥梁。

据施工方中铁二十五局集
团项目负责人李江波介绍 ，该
馆桥工程于 2016年 10月开工 ，
无同类型施工可以借鉴， 项目
的顺利落成并成功通过验收 ，
将有效填补我国在该领域的施
工空白， 为国内今后同类型施
工提供宝贵经验。

亚洲首座
双层叠合梁式美术馆桥

“桥的设计难度也是这座桥的
最大亮点。”据介绍，该桥桥梁总建
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以“桥馆合
一”为设计理念，全桥由混凝土系
杆拱桥及双层钢桁梁简支梁桥两
座桥叠加组成， 结构十分复杂，共
包括三个部分：上层混凝土桥作为
小型展览厅，钢桁梁顶部桥面作为
大型展览厅，钢桁梁下层桥面为公
共人行桥。这种上下两个展厅和公
共人行桥“三合一”的造型结构，属
亚洲首例。

该桥总体造型由黄永玉设计，设
计与建设充分展现了民族特色与建筑
艺术的融合。 其中桥梁室内设计的创
意来源于当地晾晒扎染（土布） 的印
象， 通过伸缩与位移的展墙可使空间
产生不同的变化与趣味， 满足多功能
全方位的艺术展演需求之余， 可让人
充分领略设计的本土化与室内外的关
联度。

截至目前， 吉首美术馆桥已先后
斩获新加坡室内设计大奖展览类金
奖、第十二届中国室内设计双年展、全
球华人金创奖（台北）3项国内外大奖。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田尧江 实习生 曾雪琪

本报5月10日讯 今
天， 记者从南航湖南分公
司了解到，5月长沙出港航
线价格水平相对较低，机
票也相对宽松。其中，长沙
往华北、东北、西北方向各
航线机票折扣多在3-4折
左右，往华东方向为4-5折
左右，往华南方向最优惠，
为2-3折左右；国际机票方
面，往东亚、东南亚方向的
价格也处于低位。

即日起购买长沙飞北
京机票最低730元起，长沙
飞上海最低420元起，长沙

飞广州最低300元起，长沙飞
乌鲁木齐最低780元起，长沙
飞哈尔滨最低650元起，长沙
飞南京最低440元起，长沙飞
三亚最低370元起，长沙飞昆
明最低330元起，长沙飞西安
最低480元起。

国际航线方面， 长沙直
飞东京往返最低2447元起，
长沙直飞首尔往返最低1577
元起， 长沙直飞曼谷往返最
低1079元起， 长沙直飞吉隆
坡往返最低1427元起。 此价
格不含税。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莫春桥 张韬

桥也是美术馆，这里多了处“打卡”点
黄永玉设计的亚洲首座双层叠合梁式美术馆桥建成 也是他在湘西捐建的第10座桥

五月飞东南亚机票折扣较低
想要出去玩的你可以“捡漏”了

出行连线

端午节火车票已开抢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7日至9日， 从5月9日起， 铁路

12306、手机客户端及电话开始出售端午小长假首日车票。
中短途热点城市火车票仍将一票难求。6月6日

和6月7日长沙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城市的
余票较多；省内城市方面，长沙至郴州、衡阳、岳阳等
方向余票较为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