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7日，永州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解救被卡女童。 通讯员供图

老人和孩子，两起意外，都有暖心结局。亲人们
和旁观者在庆幸的同时，也难免后怕。老和小，都是
需要照顾和关爱的人。面对他们，还请留心。

97岁老人穿越半城见82岁妹妹迷路
怕麻烦晚辈，独自离家 热心村民在铁路边发现他，警民一起帮他找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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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
16）湘 0111 执 1149 号之四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叶振礼名
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
605 号盛世华章小区 B2 栋 1002
号房、权证号为 713100930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
用（2013）第 074634 号的 国 有
土地使用权证及编号为 513040
459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拍卖公告
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慈利

县支行委托，我公司将公开拍卖
位于慈利县零阳镇北街居委会
幸福路 010 号的金融用房（以下
简称标的）。 房屋总层数五层，建
筑结构为混合结构，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土地分摊面积为 129.76
平方米。 其中：（标的一） 房号
115-119 位于第一层，共五个门
面整体拍卖，总建筑面积 164.13
平方米，起拍价 145 万元；（标的
二） 房号 131-137 位于第三层，
含厕所共七间办公用房整体拍
卖， 建筑总面积 208.54 平方米，
起拍价 57 万元。 以上两个标的
竞买保证金均为 10 万元。 拍卖
时间及地点：2019 年 12 月 9 日
上午 10 时， 在慈利县零阳镇零
阳东路 80 号农发行慈利县支行
二楼会议室。

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8
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竞买
人可自行察看。 有意者请携保证
金及有效身份证来我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人在拍卖会
前须仔细阅读拍卖须知与拍卖
规则。 报名截止时间 2019 年 12
月 6日下午 3时止。

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名：张
家界三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行： 张家界市工商银行永定支
行 帐号：1909010219201225853
咨询电话：0744-8251000
13707441213 18007444669
公司地址： 张家界市古庸路 376
号（原市商务局办公六楼）
张家界三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1 月 20日

致歉声明
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女人故
事》栏目因于 2011年 1 月 14 日
播放其制作的节目《兄妹相煎何
太急》，被朱铁生、罗素娥以侵犯
名誉权为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娄底市中 级人民法 院 作 出
（2015） 娄中民一终字第 490 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长沙电
视台女性频道未取得采访对象
朱铁生、罗素娥的同意，亦未对
采访对象尤其是朱铁生的隐私
信息作技术处理，侵犯了两人的
名誉权。因此判决由长沙电视台
女性频道向朱铁生、罗素娥作出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声明。 长
沙电视台女性频道未取得朱铁
生、罗素娥的同意，亦未对采访
对象尤其是朱铁生的隐私信息
作技术处理， 侵犯了朱铁生、罗
素娥的名誉权， 特此公开道歉，
以消除相关言论对朱铁生、罗素
娥的不良影响。

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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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遗失声明
金小英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2
年 8月 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
0086347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锦硕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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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电话 1503276598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溆浦县人民法院（20
19）湘 1224 执恢 56 号之一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号
（2018）湘 1224 执恢 54 号】，
现将登记在万志军名下坐落于
湖南省长沙市紫微路金竹苑 1
栋 802、902 号房屋 、产权证
号为：长房权证芙蓉字第 001
6678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3）
第 275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溆浦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2 执 3896-
3897 号之五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原查封案号（2017）湘 0102
民初 8314、8315 号】，现将登
记在湖南维一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韶山
北路 39 号维一星城-101、-20
1、 -301、2203、2204、2205、2210
号房屋、将栋证号 00347411 号
下的-101、-201、-301、2203、22
04、2205、2210 号房一并登报公
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3132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李伟名下坐落于长沙市
开福区福元西路 586 号洪山家
园 4栋 110号房屋、编号为长国
用（2011）第 069538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院（2018）浙 1102 执 291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落
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
湘江世纪城临江苑 1栋 1701 号
房屋 、产权证号为 716152429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6）第 07218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院（2018）浙 1102 执 291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落
于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260 号恒大城 30、31 栋 1306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 71618273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19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周江波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劳动西路 229 号 A 栋 7
03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00211
47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
屋编号为：长房权证（）字第 00
2147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我单位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星沙板仓路分店，在
建行长沙伍家岭支行基本账户，
预留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湘雅店，在建行长
沙伍家岭支行基本账户，预留公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新明教育培
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08020538763483) 遗失
公章、法人（张用）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
社区卫生服务站遗失由长沙市
雨花区卫生局 2015 年 8 月 14
日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本，登记号：7656334324301111
9B2001；另遗失由长沙市雨花
区民政局 2010 年 10 月 19 日
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
43011176563343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罗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勤服务
中心将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5 月 28 日换发注册号 43
0600000034577 营业执照正副
本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江永
县供电分公司遗失业务专用章
(编号：4311290000387)一枚，损
坏“客户服务中心”公章(编号：4
311290000385)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9) 湘 0102 执 5588 号之
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李高胜坐落于长沙市开
福区福元西路 108 号汇福苑
3 栋 701 号房屋不动产权证
证号：20170174204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新金鑫进口汽车修
理厂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市中
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5100007403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9)湘 0103 执 882 号之三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肖
淑珍、 王玉文共同共有的坐落
于长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一
段 899 号月湖兰庭 3 号栋 305
号房屋不动产权证证号：20160
002662、20160002661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
法 院（2018）浙 1102 执 2919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坐
落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福元
西路 99号珠江花城二期二地块
19 栋 2601 号房产的房屋、产权
证号为：716247134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扬子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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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皓，电话 1390840087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景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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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志刚，电话 13907308048

遗失声明
岳阳县鼎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年 5月 6日核发 914
30621MA4L47BC29 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亲人。97
岁的谭爹爹因为思念82岁的亲妹
妹，又怕麻烦晚辈，仗着自己身体
还算硬朗，居然独自出门。跨越半
个长沙城30多公里去找乡下的妹
妹，结果一不小心还是迷了路。好
在热心村民发现后告诉了长沙铁
路公安处民警， 大家一起帮老人
“寻亲”。

11月19日上午10时50分许，
长沙铁路公安处长沙北站派出所
民警接到村民报警， 京广线铁路
边有老人独自行走。

正在巡线的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 只见一名瘦削的老人手拄拐
棍，站在铁路旁的小路上，背微倚
在护坡上，一脸无助。老人看起来
起码90岁了， 黑色大衣和帽子衬
得脸更加苍白， 民警立即与铁路
职工一同将老人搀扶下了铁路。

面对民警询问， 老人吞吞吐
吐地说自己姓谭， 从长沙市区过
来找亲人。 但亲属的联系方式一

个都说不上来， 身上也未带任何
证明身份的证件。

民警搀扶着谭爹爹就近在望
城区桥驿镇禾丰村村民家落脚休
息， 一边询问沿途遇到的当地村
民是否认识老人， 并联系当地村
委， 询问哪家有符合谭爹爹特征
的亲戚。一个小时后，一名带着小
孩的大妈路过， 看到了谭爹爹惊
呼道：“大舅舅！你怎么在这里咯？
都没和我们说一声！”

原来，老人今年97岁了，身体
还算硬朗， 一大早十分想念自己
的妹妹， 于是没跟家里人说就独
自出门。

妹妹家住30公里外的桥驿镇
禾丰村，谭爹爹靠着依稀的记忆，
从岳麓大道乘坐几个小时公交车
终于到了禾丰村， 却不知不觉走
到了铁路边，迷了路。看到老人没
事， 外甥女吴大妈不断向民警表
示感谢。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刘喆 王文轶

本报11月19日讯 17日上午，
永州市零陵区芝山北路永州一中
旁发生惊险一幕， 一名小女孩头被
卡在铁门的两个栏杆之间， 无法脱
身。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
赶到，成功解救。

当日上午10点半左右，零陵区
消防救援大队赶到现场， 一名穿着
单薄的小女孩其头部被夹在铁门
的两根栏杆之间，无法动弹。因被困
时间长，孩子内心害怕，一直在哭。
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安慰着小女孩
的情绪，一边寻找救援突破口。

“开始，我们想尝试网上流传的
办法，指导女童把头缩回去，或者把
身体钻出来。 尝试了几次都没成
功。”消防救援人员表示，最后，只好
对铁门栏杆进行破拆。 两人一前一
后托着小女孩的脚和头部， 另一名

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对铁门栏
杆进行扩张。不到5分钟，小女孩便
被顺利救出，所幸没有受伤。

孩子家长反映， 小女孩当时随
老人在外玩耍，贪玩爬上了铁门，想
从铁门上的空隙处钻到对面去，谁
知缝隙太小，头一下子被卡住了，进
不去也出不来。好在解救及时，女孩
无大碍。

孩子被卡门框并不鲜见， 施救
不当或造成不可挽回后果。 今年5
月1日， 邵阳大祥区红旗路松坡图
书馆，2名小孩在玻璃门边玩耍，其
中一名小男孩将头伸进门缝不慎被
卡，旁边小女孩赶忙上前施救。但由
于小女孩不懂操作， 将门前后转动
均未成功，男童不幸离世。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杨艳朋 邓微

女童钻铁栏杆卡住头
“网传”救援法失败还是得拆门

幼童的头骨比较
软， 如果把头伸进栏
杆间隙、 防盗窗等部
位很容易被卡住，希
望家长能看管好自己
的孩子， 时刻注意家
中安全隐患， 避免意
外情况发生。 孩子如
果被卡住， 切勿生拉
硬扯， 可使用食用油
等润滑剂辅助， 小心
将被卡部位移出，如
自行解决不了， 最好
报警求助， 情况危急
时最好同时拨打120
协助救治。

家属平时一定要
多注意留守老人的动
态， 切勿让老人独自
外出， 可提前准备写
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
片，放在老人身上，以
备不时之需。

民警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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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京广线长沙段，热心群众和民警一起帮老人找家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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