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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亚发洗涤服务部
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 20
13 年 5 月 8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
2600196962 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302197610121063；作废。

◆陈健遗失中南大学大专毕业
证，毕业证编号：NO.01083114，
批准文号：（83）教成字 002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和卓行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湘阴地产咨询部不慎遗失湘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08 年 9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24000003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友缘烟叶生产专业合作
社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0 年 5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NA
000012X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8）湘 0102 执恢 112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李如意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新
开铺路 18 号天翔·新新家园 E
栋 504 号房（权证号为：71108
3474）、编号为长国用（2010）
第 03934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公告作废。

2013 年 5 月
15 号 凌 晨 3
点， 在宁乡市
夏铎铺镇凤桥
村十三组刘月
兰家门口拾到
一名男婴，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出生。 见报

即日起 60 日内若无人与宁乡市
夏铎铺派出所认领， 孩子将依法
安置。 联系人:罗干斌
电话：15200848047

寻亲公告

遗失声明
吉首市秋阿姨奶茶店遗失吉首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语溪
分局 2018年 8月 21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3101MA4MQG22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骏隆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市红星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
001164330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益林大药房(普通合伙)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
本 60万元人民币减至 30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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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旭怡，电话 18673903123

注销公告
湖南工装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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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丁，电话 18173218111

◆刘赛群遗失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书， 证件系统编号：
C041330000000002 ， 任职资
格：中学二级教师，专业类别：
语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聚鑫投资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隆回县支行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54000252801，
声明作废。

股权转让公告
湖南省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
股权转让需要对公司原有债权、
债务进行清理， 现请与我公司有
未结清债权、 债务关系的单位和
个人及时与公告联系人进行登记
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
弃相关法律权利。 现就申报债权、
债务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 申报登记时间： 自本公告在
2019年 6月 11日在三湘都市报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
2、 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道 39号
湖南省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联系人：范先生：13607434548
黄先生：13507440188
吴先生：18942578288
二、申报债权债务的范围。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前， 与本公司形成的
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
三、申报登记凭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原
件及复印件）

湖南省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6月 10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碧瑞电脑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
02MA4MKG6PX6）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新遗失湘 H9335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3009488,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和厨家菜馆遗失
株洲市黄河北路工商所 2017 年
11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2116002325
1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
0211MA4M29H594，声明作废。

◆黄致远（父亲:黄光益，母亲:邓
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930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华丽装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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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电话：13017239023

遗失声明
湘阴县旭峰新型园林建筑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核
发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40
00165601， 编 号 5510006380
99；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62400016560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市慈利县健才中药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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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秀彩，
电话：13712891268

遗失声明
湖南晟天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11593286541X）
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43001410128， 号码 36156301
至 36156350；遗失税控机及税
控卡；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廖依琳(父亲：廖文锋，母亲：覃
元元)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M4300215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光一谱科学仪器
销售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开福分局 2010 年 9 月 17 日
核发注册号为 4301056002277
03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汤新陵遗失座落在醴陵市解放

路东段（房屋他项权证）他项权证
登记号 000012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电力器材门市部遗失发票
1张，号码 05166349，声明作废。

◆孟宇阳(父亲：孟木春，母亲：
黄朝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L43109843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耒阳市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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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贺
盛芳，电话：18124987552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大自然户外拓展咨询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于海燕，
电话:17707309553

遗失声明
帝一铭艺术农庄板塘店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5 份，代码:04300
1900104，号码 35359324、53462
987、53462708、53462748、53462
805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安县紫苑大酒店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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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兴,电话:13317315455

◆吴亦晗( 父亲:吴俐，母亲:李
芝)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0057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爱特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原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07 年 11月 2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037540，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9年 6月 6 日起
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阳利平，
电话：0731-85899628

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湖南国储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押金条一张，为 2008 年
11 月 20 日张艳妮 4-2#,票号 600
10938，金额 5000 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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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宇豪(父亲：孟木春，母亲：
黄朝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 O430814254,声明作废。

◆聂思扬（父亲：聂赛强，母亲：
杨杏）出生医学证明书遗失，
编号：M430657641，声明作废。

“元旦已经过了， 新年肯定是
要过的，那么，由夹逼定理可知，期
末考试必过”、“你爸爸的爷爷和爷
爷的爸爸是同一个人，但是妈妈的
奶奶和奶奶的妈妈却不是同一个
人”、“没有高数的晚自习， 不是一
个完美的晚自习”……堪称“段子
手” 的他在讲课中总是金句频出，
将高深的数学课讲得深入浅出、妙
趣横生。

一堂课可以是数学版的知识

百科节目，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
今天， 从名人到传记……一只小青
蛙可以拿来举例子，一块面包也可
以拿来分析数学定律，古诗词、名人
名言更是信手拈来。教数学知识，他
花样繁多，学生意犹未尽，一堂课就
已经结束了。课堂上使用的例子，都
是他自己设计的，层层递进，抽丝剥
茧，那些深奥的数学定理、繁多的知
识细节， 已经被他融化在他特有的
授课体系之中，深入浅出。

6月10日起， 湖南省全面取
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为保证取
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的顺
利开展，农行株洲分行迅速落地
实施政策，深入贯彻落实“放管
服”改革要求。

“现在账户开户一次性开
好，不用来回跑银行了，账户当
天就能收付现金，又快又方便。”
6月10日， 株洲某贸易公司负责
人从农行株洲开发区支行员工手
中拿到企业银行基本账户信息时
很是感慨。

以往，企业申请在农行株洲
分行开户，需在营业网点提交资
料， 再由农行提交资料到中国
人民银行， 待中国人民银行核
准发放“开户许可证”后3个工
作日，才可以对外支付。现在，
农行株洲分行审核办理企业开

户后， 只需向人民银行进行备
案，开户时间大为缩短。同时，企
业账户自开立之日起即可办理
收付款业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
中心支行的统一安排，农行株洲
分行对“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工作落地进行了详细周密地
部署。同时，该行组织开展专题
业务培训，做好柜面和上门场景
模拟演练，规范业务操作。

农行株洲分行运营管理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新政全面落
地实施后， 农行株洲分行将以
此为契机，强化账户管理，全面
加强账户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监
管，强化账户动态管理，从源头
上防范金融风险。

■李春阳、张启慧
经济信息

用面包分析数学定律，数学老师成网红
讲课金句频出，高数课成“知识百科” 建170多个群及时回答学生问题

这几天，长沙理工大学谭艳祥老师走红网络，在微博上关于
他的故事阅读量超过1.2亿(请扫右上角二维码查看相关视频)。

谭老师的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这一“喜讯”，大家笑称，谭
老师干什么事都有“魔力”。事实上，谭艳祥也是公认的“魔力教
师”———掌管着170多个QQ群的“群主”老师、7×24在线解答
学生问题的“客服”班主任、能将让人望而生畏的高数课上得生
动易懂，连布置的作业都特别有趣。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让谭艳祥傲娇的，不只
是学生优秀， 他还有一个
“学霸”女儿。正在上小学四
年级的女儿，在爸爸科学的
教育方法下，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在我们家，有一个娱
乐项目是全家一起做数学
卷子。”据了解，谭艳祥的女
儿数学成绩也是特别优秀，
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仅去年
一个暑假，这个10岁的孩子
居然做了一万多道数学题，
家里的试卷更是成堆摆放。
此外， 谭艳祥在每个星期日
都会固定带女儿去图书馆看
书，目前已经看了800多本。

谭艳祥的妻子彭文同
样对丈夫赞不绝口。 她说：
“作为老师， 他是一个很称
职的老师。作为丈夫，他对
家庭有很大的奉献，我们父
母不在身边，两个人照顾一
个小孩， 基本上都是他买
菜、做饭。”

如何做到工作家庭两
不误？谭艳祥这样给记者描
述了他的一天： 早上6点20
分起床，跑跑步、顺便买个
早餐回家， 再送女儿上学，
然后去上班，临近中午再去
接小孩回家做饭吃，下午上
了一下午的课， 再回家做
饭， 吃完饭差不多19点，再
和女儿讲讲题，安顿好女儿
睡觉后就差不多到了21点
30分，这之后才是谭艳祥的
工作时间，备课、为学生答
疑等等。

学生评价谭老师的作业是有灵
魂的，因为每个人得到的作业都可能
不一样，这些年谭老师自己做过多达
10000道数学题，亲测难度，再根据
不同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 学习能
力、侧重点布置给学生。

为了方便及时回答学生们的
各种问题， 谭艳祥建了170多个
群。同学们笑称，谭老师时时刻刻
都在线，比淘宝客服还敬业，无论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他的“竞赛
群”“班级群” 向他咨询学习、专
业、成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
很快能得到答复。 他还特别善于
总结方法， 学生总能从他这儿收
获到渡过学习难关的有效方法。

长沙理工大学物电学院18级学生
陈晖霖告诉记者， 谭老师上课一
般会非常有顺序按照五步来讲知
识：背景、数学定义、性质、计算，
还有应用。

“谭老师就像一个有万能钥
匙的老师，无论怎么样的难题，他
都能给我们解决的方法。”长沙理
工大学数统学院16级学生佘嘉博
说。

据统计，任教13年来，他指导
学生获得省级以上学科竞赛一等
奖39人次、二等奖70人次、三等奖
60余人次。指导学生参加3届国际
数模竞赛， 获得一等奖3人次、二
等奖9人次。

“学霸”女儿的
“偶像爸爸”

“客服”班主任“点石成金”

农行株洲分行落地实施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改革

高数课被上成数学版的“知识百科”创新

成效

家风

谭老师正绘声绘色地给学生讲解数学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