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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二批开录，计划在湘招生8万余人，录取工作8月6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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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彭治瑞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91
393930031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367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黄玉翠名下坐落于长
沙市雨花区木莲东路 413 号蓝
光河畔景苑 12栋 1303 号房屋、
产权证号为：20190085927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及该房编号为：
20190082337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天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常
德分公司遗失常德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武陵分局 2017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23958
47950X。 另遗失核准号为：J55
80002119501 的开户许可证，
声明作废。

◆杨铭扬（身份证号码为 430921
198905270038）遗 失 裕 田 奥 莱
小镇 B 区 73 栋 104 房，税务收现
缴款书(票证字轨为湘地现 025
25625,2017年 9月 8日开具)第一
联,缴纳契税 20250 元，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 年 7 月 22 日，长沙市烟草
专卖局联合长沙市公安局食药
环支队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干杉镇环通物流园韵达物流长
沙分拨中心进行检查，在其仓库
内发现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
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的卷烟共
计 3 个品种 244条（托运单号：
580692598），并依法予以先行登
记保存（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
书号码：0000068）。 请上述涉案
物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我局（地址：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359号，联系
电话：18173196896）接受调查处
理。 若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
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理办
法》 第二十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2019 年 7月 30日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中心支公司遗失以下单
证。 强制保险标志(机动车) 2 份
0C510001182001628553,0C510
001182001673846，机动车综合商
业保险保险单 5 份 PCC010012
182000405610-PCC010012182
00040561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单 105份 PCC5100
01182001324097-PCC51000118
2001324100，PCC510001182001
422662-PCC5100011820014227
50,PCC510001182001422895-P
CC510001182001422900,PCC5
10001182001462588-PCC51000
1182001462593， 声明作废。

无名氏，男，40 岁，身
高 150 厘 米 ，60 公
斤，救助编号 190524
01。 2019 年 5 月 23
日在长沙市望城区桥

头驿站接受救助。该受助人员现
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有精神
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我站
多方寻亲未果。请知情人速与我
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月 29 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51 岁，身
高 162 厘 米 ，55 公
斤，救助编号 19030
102。 2019 年 3 月 1
日在长沙市公安局开

福分局接受救助。该受助人员现
在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有精神
障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我站
多方寻亲未果。请知情人速与我
站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7月 29 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35 岁，身
高 155 厘 米 ，45 公
斤，救助编号 190409
04。 2019 年 4月 9 日
在长沙市芙蓉区西龙

村接受救助。该受助人员现在长
沙第三社会福利院， 有精神障
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我站多
方寻亲未果。请知情人速与我站
联系，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7月 29 日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55 岁，身
高 160 厘 米 ，50 公
斤，救助编号 190510
01。 2019 年 5 月 10
日在长沙市岳麓区莲

花镇接受救助。该受助人员现在
长沙第三社会福利院， 有精神障
碍，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我站多方寻
亲未果。 请知情人速与我站联系，
电话 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9年 7月 29 日

寻亲启事

寻亲公告
20l2 年方锦桥在梅
田收养一个女孩，一
直没有对方家人领
回，收养时不到一个
月。 后来方锦桥领回
了，湖南省，桂东县，
普乐镇。 请该女性的
亲人见报后持有效

身份证到桂东县沙田镇派出所
办理相关认领手续。 认领电话
方锦桥 15575750608， 沙田镇
派出所 0735-868l238 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女性将被依
法安置落户。

桂东县公安局沙田镇派出所
2019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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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海龙国际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预留在浦发银行开
福支行潘宏私章一枚遗失，财
务章一枚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鹏遗失湖南省安乡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支票
50张，起止号为 40204315057
72651-40204315057727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明贝宠物用品商
行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塘分局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304MA4L859C6L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麦坤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1020
27369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绿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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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晚良，电话 15096004528

遗失声明
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代 码 ：914300001837829135）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代码：4300171320，号码：00
6602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保财险遗失以下交强险
标志，单证识别码：AMDZAE00
19ZA0，单证流水号为：430018
00087302-087303-087308-0873
16-467081-4670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波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9 月
22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编 号 为
43012119790204151401 的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潭市卫生院遗失湖南省
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
本，号码 00456076-0045610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可口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告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满益鹏，电话：13974412227

遗失声明
长沙市久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本项
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
信息公告。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7SFpGnkJpFjqF17eihPT6g
提取码：dtfb；如需查阅纸
质报告，请前往湖南华中矿业
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本部理学
楼三楼），
联系电话 0731-85778596
邮箱：564494842@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团体、个人
及关心拟建项目建设的其他人
员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https:
//pan.baidu.com/s/19VJI-SI
cOlnycAAAdBLw 提取码：t9sp。
四、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
众意见表发送至评价单位邮箱，
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
对本项目环保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本公告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内。

安化紫金锑钨矿业有限公
司天生和工区采矿工程环
保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注销公告
紫金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华中航天营业部（机构编
码 2043744301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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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敬，电话：0731-88706525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湘 01执 1164号之四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湖南省鸿帆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湘府东路二段 517 号红星大厦
2028 室的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2）第 005985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经营者赖斯特遗失株洲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 2018 年 6
月 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202MA
4PM7J66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正源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
研究所（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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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电话 18573202038

注销公告
长沙迪思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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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颖 电话：18674814155

遗失声明
桑植县百意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桑植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22
2000302；遗失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聂友堂）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彭达康(身份证号码 43012419
9404104971)遗失长沙市岳麓
区潭州大道二段 528 号恒大文
化旅游城 13 栋 1505 房的税收完
税证明(原凭证号 34301619040
024138)缴纳契税为:17510.73
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汝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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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蔚，电话 13762576986

◆朱子涵（父亲：朱旭明，母亲：吴
超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75410，声明作废。

◆曹洋（父亲：曹晓猫，母亲：欧玉
莲）遗失 2007 年 8 月 8 日原出生
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执 111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
案号（2016）湘 0104 民初 1459
号】现将被执行人鄢芬名下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锑都家园 14
栋 501室的房产、产权证号为：
715128195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5）
第 06478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
法院（2019） 湘 1003 执 235、
23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7）湘 1003 民初
207 号】 现将被执行人罗明所
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金星中路 468 号郡原生活广场
4栋 1302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0）第 026060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卜应仁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03002682,特此声明作废。

◆杨语贤，女（父亲；杨永超，母亲；
陈立华）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C140022622（山西临汾尧都区
第二人民医院出生），声明作废。

◆湖南城市学院胡红言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1527200996，声明作废。

◆武钰遗失湖南大学报到证，证号
2019105321019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保险湖南分公司营业部
遗失商业险保单业务联流水
号 3597287，声明作废。

住房出售
左家塘高档小区华天望族苑
内一房一厅出售， 装修设施
全，可停车。 13875895159（张）

本报7月29日讯 今天，长沙市教育
局中招办公布长沙市城区第三批普通高
中录取控制线。据悉，7月27日开始，长沙
市城区第三批普通高中招生学校进点招
生。该批次学校包括：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长郡湘府中学、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雅礼
书院中学、湘一芙蓉中学、师大附中博才实
验中学、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长沙大学附
属中学、周南雨花中学、明德雨花实验中
学、稻田中学、岳麓实验中学等。

每年中考成绩公布后， 很多家长都
担心如果有C就没有普高可读。但从今日
公布的第三批高中录取线来看， 不少学
校录取线都带C。比如：长沙市一中开福
中学1A4B1C； 湘一芙蓉中学2A3B1C；
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2A3B1C；长大附中
1A4B1C；周南雨花中学2A3B1C；明德
雨花实验中学2A3B1C； 岳麓实验中学
5B1C。不同学校对于综合素质评定、语数
外三科成绩等方面各有要求。

■记者 黄京

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完成

截至28日21时， 我省本科一
批实际录取本科新生64964人（含
录取期间追加的计划）。包含文科
（含体育）考生录取13221人，理科
（含体育）考生录取51743人。

本科二批8月1日填报征集志愿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
生：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后，生
源不足的农林、航海、地矿等外省
院校和在湘高校， 可按照考生填
报的征集志愿在本科二批录取控
制分数线下20分以内从高分到低
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8月1日8:00—18:00，未被录
取的考生要及时登录湖南省教育
考 试 院 工 作 网（http://www.
hneeb.cn）、“湖南招生考试信息
港 ” 网站（http://www.hneeb.
cn）或“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微
信 公 众 号 （ID：hu-
nan-zhaokao1）、“湖南考试招
生” 微信公众号（ID：hnkszswx）

查看高校生源缺额计划公布情况，
填报征集志愿。

多所院校投档线远超一本线

从公布的投档分数线来看，多
所院校投档线远超一本线。其中
文科最高的是浙江工商大学，投
档线达580分， 超我省文科一本
线27分；另外，投档线远超一本
线的高校还包括： 上海海关学
院、杭州师范大学均为573分，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570分等。 理科
最高的为广东财经大学，投档线
为542分，超理科一本线42分；另
外，投档线远超一本线的高校还
包括：浙江工商大学539分，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538分、 广东金融
学院530分等。

省内高校中，投档线分数较高
的高校有：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科
547分、理科488分；长沙学院文科
547分、理科488分；湖南文理学院
文科545分、理科479分；长沙师范
学院文科543分、理科481分；湖南
工程学院文科541分、理科480分。

7月29日中午， 湖南
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
本科二批艺术类平行组
投档分数线出炉。 据统
计，音乐 (文 )、音乐（理）
最高分均为温州大学，分
别是318.9分、296.9分；美
术（文）最高分为杭州师
范大学，302分；美术（理）
最高分为上海商学院，
277.3分；表演(服装)(文)、
表演（服装）(理 )最高分
均为安徽工程大学，分别
是 287.2分、 276.4分；播
音主持艺术 (文 )最高分
为上海体育学院，752分；
编导 (文)�最高分四川传
媒学院，727分；表演 (戏
剧 ) (文 )、表演 (戏剧 ) (理 )

最高分均为上海体育学
院，分别是303.7分、284.8
分；书法(文)最高分为聊
城大学，303.8分； 摄影摄
像(文)最高分为浙江科技
学院，727分；舞蹈 (文 )最
高分杭州师范大学，302
分；播音主持艺术(理)最
高分河南工业大学，674
分；编导(理)最高分赣南师
范大学，651分；书法(理)最
高分长沙师范学院，277.8
分；舞蹈(理)最高分为赣
南师范大学，278.5分。

另外，部分院校投档
线踩线，意味着这些院校
尚有招生计划缺额，考生
可关注征集志愿计划，及
时填报。

本科二批艺术类平行组投档分数线出炉

长沙市城区第三批普通
高中录取控制线公布

扫码看学校招
生具体要求。

7月29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相关消息，截至7月28日，我省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
完成。本批次实际录取本科新生64964人。本科二批录取工作从7月29日开始，8月6日结
束。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计567所，在湘招生计划为80567人。29日23点30分，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记者发现，全国多
所二本院校投档线甚至远超一本线（文科553分，理科500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