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沙市开福区民政局，不少年轻人都选择“520”这个特殊的日子登记结婚。 记者 石芳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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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次经历。”廖宇钊目前正在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 即将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2016年， 他从广州考入湖
南工业职院汽车工程学院汽
车电子技术专业，一入校便选
择应征入伍两年。从北京武警
部队退伍后，他又返校继续完
成学业， 多次获得学院奖学
金。采集工作完成后，省红十
字会为廖宇钊送上了捐献造
血干细胞荣誉证书， 对此，他
有些激动：“我会把这个当作

自己的毕业礼物！”
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

理中心宣传科负责人谭孝介
绍， 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很
低， 概率从几万分之一到百万
分之一不等，配型成功后由于
对捐献造血干细胞过程了解
不够，于是不愿履行捐献意愿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造血干
细胞捐献并不是从骨髓腔里
去‘取髓’，而是从外周血中采
集造血干细胞。 捐献造血干细
胞和无偿献血一样是安全的。”
谭孝解释。

◆汤新陵遗失座落在醴陵市解
放路东段的醴房权证第 000026
95号房屋所有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宜得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八一路支行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36311
60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548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彭国文、阳海霞名下共
有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
路三段 29 号中信凯旋蓝岸花园
24 栋 1507 号房屋、权证号为：
716216111、716216113 的房屋
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安乡县华厦建筑安装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 G9943072100017210O，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安丰乡卫生院遗失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12430721446509557H，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法曼儿服装店遗失凤凰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31236001364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洞庭明珠广告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 G10430602001842908，
声明作废。

◆陈天佑（父亲：陈昭信，母亲：张
小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372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红林花卉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大会决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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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仁渊 13107442661

注销公告
隆回县恒达石材厂(普通合伙)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阳锡存，电话 13973973983

◆童思祺(父亲:童朝阳，母亲:彭
理)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472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威考伯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税号 9143010
2MA4PF2A163）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 04300180010
4，号码 32946831 至 32946840；
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00184003942P, 遗 失 财 务 专
用章 ，编号 :4301020168385,
合同专用章,编号: 430102016
8382,公章，编号 : 43010201
6838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阳大祥区西园山庄遗
失已开发票一份，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729
29512，声明作废。

◆蔡安妮（父亲:蔡武，母亲:张
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N430170101，声明作废。

◆王昆遗失装修押金收据， 票号
0001843，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众益农机专
业合作社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屈原分局 2016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3430600352822
34X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海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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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 18607327589

遗失声明
湖南快乐至尚互动娱乐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62
342833 至 623428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属材料与冶金工程》杂志
社（事证第 243000000031 号）
遗失银行预留印鉴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丝妍美发护发中心遗失
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3 年 6 月 14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
016001461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甘竹山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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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圣尧，电话 18942097058

清算公告
衡阳姣姣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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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姣莲，电话：13575108323

清算公告
衡阳中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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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武，电话：13307478886

清算公告
衡阳宇顺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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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顺贵，电话：1588644941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5）雨执字第 00995
-7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刘辉红名下坐落于长
沙市雨花区环保中路 188 号
（国际企业中心）10 栋 104 号
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6708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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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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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隆回县恒达兴石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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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锡存，电话 13973973983

◆屈哲逸（父亲：胡振威，母亲：
屈子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851499，声明作废。

“520”特别的爱：捐献造血干细胞
退伍返校学习的大三男生把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

5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沙市
开福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所有工作人员提前到8点半上
班，8点工作人员就来做准备了，当
时门口已经排了20多对年轻人。”开
福区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最早的7点就来排队了，“大家都
想‘抢头彩’。”

“很多新人带了喜糖来，让大家
分享他们的喜悦。” 工作人员介绍，
当天来登记结婚的几乎是90后，队
伍最长时排了30米， 绕着大厅一大
圈。当天，开福区民政局共为148对
新人办理了结婚证。

因为赶在“520”这天结婚的新
人很多， 民政部门加班加点为新人
办理结婚登记。下班时间到了后，工
作人员仍坚守工作岗位， 确保所有
新人都能完成婚姻登记。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截至当
天下午5点半，长沙市婚姻管理处共
有1911对新人登记结婚，湖南省共
有14038对新人领取结婚证。

“520”全省1.4万对新人领取结婚证

在“520”这个有爱的日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5”后大学生廖宇钊献出了一份特别的爱心———无偿
捐献造血干细胞。他的这份义举，将给一位白血病患者
带去生的希望。5月20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见证了这场
爱心传递的全过程。 廖宇钊也成为全国第8347例、湖
南第596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配对成功是种特别的缘分

上午8时许，廖宇钊躺在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病床上，开
始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只见，
细长的血液循环管连接着他的
手臂与血液分离机， 由血液分
离机采集、 分离出来的造血干
细胞呈深褐色。“没什么特别的
感觉，挺好的。”廖宇钊神采奕
奕， 和前来探望的老师及同学
交流。

早在2017年11月，廖宇钊
在一次献血过程中就自愿加入
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我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
能治病救人， 就马上填写了相
关资料。”今年1月，省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通知他和一名白血病

患者骨髓配对成功， 通过进一
步配型和体检， 最终他被确定
为捐献者。对此，廖宇钊既意外
又惊喜。“没想到世界这么大，
真的有和我配对成功的患者，
这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当然，能
够成功救治患者， 也是一份惊
喜。”在捐献前，廖宇钊还特别
注重饮食和身体的锻炼， 提高
身体素质， 为捐献造血干细胞
好好做准备。

整整5个小时，廖宇钊完成
了这次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200cc）。随即，造血干细胞由
配型成功受捐者所在医院的医
生带走，去完成接下来的“生命
接力”。

荣誉证书作为毕业礼物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杨莎莎 成博湘

“特别感谢我的女朋友，
因为是外地户口， 不能直接
在长沙办理结婚证， 但是我
们是在长沙认识的， 所以想
在长沙领证。”张先生告诉记
者， 他今天早上5点起床，出
发去岳阳平江补一些证明到
长沙落户， 没想到10点回来
后，还是少了证明，女朋友又

陪着再跑一次平江，下午3点
多才把证领了。

拿到结婚证那一幕，张
先生留下了泪水， 对着结婚
证傻笑着，回过神后，又偷偷
亲了妻子张女士一口， 轻轻
说了句：“谢谢你， 老婆。”记
者看到， 他们对视的眼里是
幸福。

在5月20日这个因谐音“我爱你”而备受青睐的日子，长沙连绵近一周的阴雨暂时
停歇，阳光也兴致勃勃地前来报到。在这个有寓意的日子里，全省民政部门迎来了登记
结婚的高峰。截至5月20日下午5点半，全省共有14038对新人领取结婚证。

■记者 石芳宇

来自郴州的方小姐与男
友大学时相识， 恋爱7年，今
天是工作日，两人都要上班，
但还是从百忙之中抽空赶来
扯证。 她说：“查到长沙的民
政局5点下班， 我们下午4点
20分赶到，20分钟就办好
了。” 谈及为什么选这个日
子，她眉眼间满是笑意，“520

的谐音就是我爱你嘛， 想纪
念一下。”

她提前找了一位摄影师
全程跟拍领证流程。“结婚那
天很重要， 领证这天也一样
重要。 都说7年是一个节点，
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考验，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很幸
运。”

长沙-平江来回4次，10小时办好证

长跑7年，抽空来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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