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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声 明
四川荣硕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就日前出现有人通过私刻本
公司公章， 冒用本公司名义进
行不法活动一事， 特发表严正
声明：1、 四川荣硕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从未对外进行任何
（包括授权或与其它公司、个人
联合）形式的经济活动。 2、对于
目前已经发现有人冒用公司名
义进行不法活动一事， 公司保
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
利，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在此郑重提醒： 凡涉及本公司
进行业务往来的单位和个人，
如有任何疑问， 请及时联系我
单位。 联系电话：15273385559

特此声明
四川荣硕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11月 7日

更改公告
11月 8日原定在园丁掌车客 A
PP 的拍卖会改在中古车网小
程序。 特此公告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好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公章和邓金龙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耀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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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扬利，电话：15602341111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6076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龚革、易再云名下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路 065 号 006
栋 205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71205158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162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人
陈万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潇湘
南路一段 508号观澜海赋家园一
期 21栋 2508号房产、权证号为：
20180080510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
证与编号为：20180208430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南华大学李富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3105552000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潭建减水剂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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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铁刚，电话 13807328183

遗失声明
长沙金键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9417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洁能同层排水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3207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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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 72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审理案
号 :（2019）湘 0104 民初 3964
号】现将被执行人李东昊名下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
段 1500 号北辰时代广场板上部
分 D1-3栋 3007 号房、权证号为
20180404996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及编号为 20180398864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11 月 5 日长沙智
茂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减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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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小芳
联系电话：13974882234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6）湘 0111 执 212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徐望荣名下位于
长沙市融城苑住宅小区 13 栋 601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0025579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编号
为长国用（2006）第 004214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
编号为：514051963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曾海龙遗失永州职业技术学校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证， 证号：
12301120 1306166494，声明作废。

◆廖夕墨（父亲：廖承志，母亲：周
晓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 编号：T
430147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冈市中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56000198302 开户行武冈
市农村信用社合作社联社，特
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3）雨执字第 308-8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李忠明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红星村红星建材
交易中心 23 栋 303 号的房屋、产
权证号为：00334170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02）第 10636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
为：511001141 号的他项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20
19）湘 1126 执 2235 号之三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于长沙金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湘
林路 12 号和顺苑 2 栋 701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20170154781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公告作废。

宁远县人民法院

◆父亲曾鑫与母亲黄韵菲遗失
长女曾灿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066774）， 次女曾灿允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 T43006677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宇成餐饮店遗失岳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岳阳楼区分局
2019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
92430602MA4QKKEF32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帆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0年 5
月 9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052
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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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湘 0102 执 10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曹凯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东风路 248 号鸥波大厦
2519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71608609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5执 458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长沙市通华企业有限公司名
下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车站北
路 649 号天都大厦 1 栋 25016
号房屋、将栋证号码：2018012
7548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中方县大丰园生态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中方县农商行蒿吉坪
支行票号为：402043151508802-
40204315088025 共 24 张连号
现金支票，声明作废。

◆李佳琪（父亲：李广香，母亲：张娟
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04898，声明作废。

◆李佳琳（父亲：李广香，母亲：张娟
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068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诚信装饰中
心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
分局 2010 年 1 月 28 日核发 4308
11600014089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黄一诺(父亲：黄志勇，母亲：邓
小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705279，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2018年 6月 23 日，在望城区白
箬铺镇光明村刘某家门口捡到
男婴一名，2018年 6月 18 日出
生，取名刘子昔，孩子捡到时
身边有一张写有其出生日期的
小纸片，现请孩子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望城
分局白箬铺派出所联系(0731-
88560007)，即日起 60 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宝优忠良食品商行遗
失岳阳楼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4306020311148，
声明作废。

本报11月6日讯 颜色鲜艳，
质感透明Q弹， 可以随意拉伸捏
制形状，这样的玩具，不但小孩子
爱玩， 大人看到都忍不住要捏上
几把。 这就是最近的网红玩具起
泡胶， 在抖音等APP中有很多短
视频攻略。

11月4日下午，10岁的婷婷
（化名）玩了一会起泡胶后，第二
天双手又红又肿， 长满水疱疼痛
难忍，医院诊断为“接触性皮炎”。
据悉，10月份以来，长沙市中心医
院皮肤科已经陆续收治了20余例
因玩起泡胶、超轻土、橡皮泥、太
空沙等玩具诱发接触性皮炎的儿
童，专家指出，像这些黏性玩具给
小朋友带来快乐的同时， 也可诱
发过敏性皮炎等疾病， 可能成为
皮肤健康的“隐形杀手”。

婷婷家人告诉记者，11月4日
下午， 婷婷和同学放学后在学校

附近的商店买了几个起泡胶，回
家路上一直拿在手上玩。 吃晚饭
的时候，婷婷感觉手有点痒，忍不
住抓挠，妈妈刚开始并没在意，只
是给孩子涂了些护手霜。 可没想
到夜里孩子手部瘙痒愈发严重，
还出现了双手红肿等情况。 家人
将孩子送到附近的诊所做了简单
处理。第二天早上，母亲王女士发
现孩子的双手肿胀得厉害， 手指
都不能弯曲了， 并伴有密密麻麻
的水疱， 立即将孩子送到长沙市
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 医生诊断
为接触性皮炎， 接受对症治疗后
明显好转。

该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雷
山提醒家长，在选择玩具时，除要
关心质量外， 还需特别注意其成
份，玩耍后及时清洁双手，避免黏
性物质长时间粘在手上。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娇 符晴

在长沙，既要带娃，又要工
作的单亲妈妈远不止刘慧一
个。飞飞的“童言无忌”之所以
会引起广大网友关注， 这与单
亲妈妈这一特殊群体的现状不
无关系。

心理专家表示， 随着社会
的不断开放和进步， 对单亲妈
妈这一群体的关注也越来越
多，“在一段失败的婚姻后，人
们往往习惯于把目光聚焦在孩

子身上， 而事实上， 承担了生
活、 舆论等各方压力的单亲妈
妈更需要被人关心和关注。”

她补充道， 建议单亲妈妈
不要背负太大的心理压力，无
论是第二次婚姻或者与孩子的
相处，都要以放松、自信的心态
来进行， 一切都顺其自然，“事
实上， 只有你能够保持阳光和
开心， 孩子才更容易获得幸福
感，过得快乐。”

11月5日上午9时27分，资兴
市新区社区矫正中心一墙体突然
发生倒塌，1人被困， 情况十分危
急， 资兴市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
立即调派7名消防指战员赶往现
场，将被困人员安全移出交由现场
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何鸽波 摄影报道

网红玩具“起泡胶”玩得双手起水疱
专家提醒：黏性玩具可能诱发接触性皮炎

暖心！长沙5岁娃想为妈妈“征婚”
85后单亲妈妈每天工作14小时，懂事的儿子说：“妈妈很辛苦，希望有个人能帮帮她”

11月4日，一则《单亲妈妈，到底有多难》的微信火
了。文中讲述当代离异女性独自带娃谋生的不易，引发
大量网友共鸣。网友“淡淡”的留言获得不少点赞，她在
留言中透露，自己一单亲朋友家的5岁孩子就“希望有
个人能照顾妈妈”。这句话背后，究竟有
着怎样的故事？ ■记者 朱蓉

5岁男童想替妈妈“征婚”

今年5岁的飞飞（化名）就
是网友“淡淡”口中“朋友的孩
子”。说起自己的妈妈，飞飞很
是自豪，“我的妈妈很漂亮，而
且很厉害，她会做好多吃的，还
会瑜伽。”他说，妈妈一个人既
要挣钱养家，又要照顾自己，十
分辛苦，“要是有个人能帮帮
她，就好了。”

对于儿子这份超出同龄人的
成熟与懂事， 在长沙经营着三家
直营美容会所和两家加盟店的
85后单亲妈妈刘慧既意外又心
疼，“有时和朋友聊到再婚的话
题，会说起想等孩子再大点再考
虑，没想到他竟然听进了心里。”

她介绍， 自己与前夫是相
亲认识并结婚的， 因为婚后两
人分别在长沙、绍兴两地工作，
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 再加上

一些观念上的分歧， 最终选择
了协议离婚。

“其实习惯了就觉得也还
好，并不是太辛苦，再加上对另
一半能否待孩子视如己出也难
免担忧，所以离婚后暂时没有再
恋爱的打算。”刘慧说，偶尔孩子
问起自己什么时候能找个男朋
友，总觉得他是“童言无忌”，没想
到会引起这么多关注。

如今， 生意逐渐上了轨道，
刘慧也跟着忙碌起来。平均每天
工作约14个小时外，她在飞飞幼
儿园下课后还有固定的亲子时
间。即便如此，刘慧仍未放弃自
己的爱好，冥想瑜伽、健身、看书
都使得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目前， 已有媒体开始为刘
慧发起“单亲妈妈公益征婚”活
动，要为飞飞完成心愿。

单亲妈妈群体需更多关爱

墙体倒塌
一人受伤

刘雷山介绍，校门口的部分
玩具如果不是由正规厂家生产，
或孩子本身就是过敏体质等，可
能导致患上接触性皮炎的几率
增加。 皮炎表现一般无特异性，
轻者可局部呈红斑，淡红至鲜红
色，伴有轻度的水肿，重者红斑
肿胀明显，在此基础上有多数丘
疹、水疱，炎症剧烈时可以发生
大疱。

刘雷山医生指出， 如果是学
习需要使用黏性玩具， 除了要选
择正规厂家外， 还可以先在前臂
内侧贴一小面积试用，观察24-48
小时后，看是否存在不良反应，确
定无副作用时再继续使用。

提醒
玩具不正规，易患皮肤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