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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真暖！500余位志愿者赶制的“针心针意”礼包送到了贫困孩子手中

戴上“温暖三件套”，3岁娃“比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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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
19）湘 0111 执 1644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案外人杨
雅雯与被执行人李超共有的位
于长沙市雨花亭变电站宿舍第
001 栋 504 号房、权证号为 710
158585、710158586 号 房 产 证
与编号为 510045468 号的他项
权证及国土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根据《公司法》规定及 2020 年 1
月 3 日衡阳万达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 公司拟以存续
分立的方式分立为衡阳万达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存续公
司”) 和衡阳万达广场实业有限
公司(下称“新设公司”)。分立前
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6000 万元
人民币， 分立后存续公司注册
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新设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
民币。 分立后公司在建的商业
中心相关的资产、业务、债权债
务和人员皆由新设公司及存续
公司向相关债权人承担连带责
任。 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 就公司债务
承继方案、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事宣与公司进行协商。
公司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 视为对公司的
分立方案无异议， 公司分立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碧媛，电话 13407319302

衡阳万达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3 日

衡阳万达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公 告
安徽正奇建设有限公司在湖南
省常德市汉寿县承建的汉寿县
2017 年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项
目, 已经于 2018 年 02 月 06 日
完成交工验收，凡有关单位、个
人的债权债务， 民工工资在一
个月内与安徽正奇建设有限公
司联系， 逾期责任按相关规定
办理。 联系人： 李刚
联系号码：18555686639
公司电话：0551-65650939

安徽正奇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岳阳市东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银行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岳阳分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70003790001，声明作废。

◆邓允乐(母亲：彭双秀，父亲：邓
群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3011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天之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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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晚霞，电话 15873115161

减资公告
湖南天之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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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联系人：张志钊，电话 15873156679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9 年 12 月 30 日长沙多
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670
万元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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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
系方式：0731-88521111，联系人 ：彭倩

注销公告
湖南远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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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斌，电话 13786636267

注销公告
长沙华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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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芳，电话 13873163222

遗失声明
凉伞镇中心卫生院不慎遗失门诊
收费票据两份，号码：050797999、
05079800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11 执 3987 号
之四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刘碧铁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红星大市场内 B2
栋 112 号门面、编号为长国用
（2008）第 017327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 湘 0111 执 1133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陈婷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83 号澜
悦湾 1 栋 503 号的房屋、产权
证号为 : 20180071769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25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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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
（2019）湘 1382 执恢 379 号之
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梁湘清名下的坐落于长沙
市开福区福元西路 99 号珠江
花城第三组团 12 号楼 1602 室
的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16）第 002724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涟源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倍特莱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赵珣
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7130333
0321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省金钥匙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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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担保。
联系人：陈远东 13142008579

◆王帅遗失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
院报到证，证号 201513044300824，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
18)湘 0181执 993 号之三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人黄淑
平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万
家丽中路一段 358 号上河国际
商业广场 B 栋 2018 室房屋、权
证号为 710000341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长国用
（2015）第 065266 号国有土证使
用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小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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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何易
萱遗失报到证 2018126042009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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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领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11453,声明作废。

◆蔡胜丰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0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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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
道 508号桂花城初阳苑 C8 栋 804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09）第 070556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美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编号 4301110120111，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刘志
坚）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雨花区长沙美极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33889601，声明作废。

◆刘紫萱(母亲：陈红，父亲：刘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302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湘乡支行 2005
年 1 月 28 日核发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 J553200008800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董香玉餐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7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
30102MA4M4PQY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思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活动现场， 三湘都市
报总编辑张茧和长沙市芙
蓉区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
区书记肖萍一起向贫困孩
子代表发放了“新年礼
包”， 礼包里有一条围巾、
一顶帽子和一双手套的
“温暖三件套”，以及《追梦
的孩子》、《安徒生童话故
事》等读物。孩子们收到礼
物后，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 那一刻让所有人都
感到很温暖。

3岁的诗诗收到礼物
后， 迫不及待地要随行的
母亲给她戴上帽子、 系上
围巾。“好不好看？”面对记
者的询问， 诗诗腼腆地点
了点头， 还开心地学着母

亲“比心”感谢大家。
8岁的晨晨患有癫痫，

见爷爷要帮他系围巾，先开
始有些抵触，但爷爷“霸蛮”
给他系上后，晨晨坦然接受
并跟一旁的小伙伴炫耀。
“帽子、 围巾摸起来手感不
错， 又保暖。” 晨晨的爷爷
说。

得知孩子们身上戴的
这些既漂亮又暖和的围巾、
帽子、手套都是志愿者们一
针一线亲手织成的， 长沙市
岳麓区活力儿童发展康复
中心主任谭辉煌说，“这些
小朋友正在做康复训练，我
代他们谢谢大家，有了这些
‘温暖’牌手套、帽子、围巾，
不怕他们被冻着了。”

本报1月3日讯 1月3日上
午，在2019“针心针意”大型暖冬
公益行动发放仪式现场， 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区举
行了首届“善行益+”优秀志愿服
务典型表彰暨“生活快乐多 能量
结硕果” 志愿服务活动， 表彰了
“最美杨家人” 和优秀志愿者，弘
扬社区正能量。

近年来， 杨家山社区着力打
造“红色益+”党建品牌，积极引进
和培育专业社会组织，推进“七彩
益+”志愿服务项目，如今，社区
“好人效应”不断凸显，先后涌现
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积极帮助
做群众工作的辣俐姐唐芳、 在社
区推行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积
极协助并参与基层自治的退休工
程师巩建刚、 十年如一日主动帮
助他人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周林
祥， 他们4人被评为“最美杨家
人”。同时，还有李群等9人获“优
秀志愿者”称号。

活动现场，三湘都市报总编
辑张茧还为杨家山社区颁发了
天天正能量项目合作单位的荣
誉证书。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
志愿者。”荷花园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璞表示， 社区志愿服务是居民
自治的重要体现， 是社区治理实
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
献、人人共享”的重要途径。

■记者 杨洁规

1月3日上午， 由三湘都市报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及全国22家媒体共同发起的
2019“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在长沙
芙蓉区荷花园街道杨家山社区举行发放仪
式，现场将200余套“温暖三件套”捐赠给了
长沙市岳麓区活力儿童发展康复中心、 怀化
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华南村以及杨家山社
区等地的贫困儿童。

据了解，剩下200多套“温暖三件套”将
在近期送至岳阳临湘市、 湘阴县， 常德鼎城
区，长沙市雨花区、芙蓉区等地,发放给当地
的贫困儿童。 ■记者 杨洁规

图/刘品贝 实习生 刘文

生活快乐多 能量结硕果
杨家山社区
表彰优秀志愿者

2019年12月4日起， 三湘都
市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启
动2019“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
益行动。“我们提供毛线和棒针，
征集爱心志愿者为贫困家庭的孩
子编织帽子、围巾和手套。”消息
一经发出，就得到了热烈响应。

活动启动后，500余位爱心志
愿者报名参加， 先后在长沙市芙
蓉区安子岭社区、 雨花区曲塘社
区和正圆社区、长沙县经贸学校、
怀化学院以及岳阳临湘市、 湘阴
县等地设立编织点。活动期间，一
个个温暖场景让人感动： 怀化学
院一个班50多名学生参加， 这些
“00后”大学生不懂编织，就在网
上找视频学习编织技巧， 用一天
半时间完成了一顶帽子； 在长沙
市芙蓉区安子岭社区，72岁的董
燕萍老人的颈椎和眼睛不适，稍
作休息还继续编织， 甚至赶工到

深夜12点多；200名长沙经贸职业中
专学校学生加入编织队伍， 杨婷婷
同学每晚睡前编织围巾到凌晨2点
多，自己还带来更粗更好的毛线，她
说，“希望小朋友系着会更温暖。”

近一个月时间，陆续回收400余
套“温暖三件套”，“有人连着3个晚
上熬夜赶织，织完眼睛都花了，尽管
如此，当看到最后的成果时，大家都
很高兴， 我们更期待孩子们收到礼
物后的那份快乐。”全程参与组织此
次活动的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
服务中心社工盛波笑着说。

三湘都市报总编辑张茧说，三湘
都市报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
感谢大家的爱心之举， 谢谢大家为
孩子们编织出这么多好看的爱心围
巾和帽子、手套。“我们希望暖冬行动
能在孩子们的心底种下爱的种子，激
励他们更加勇敢，坚定地面对生活和
学习中的各种困难。”

戴上“温暖”牌帽子、围巾，3岁娃“比心”感谢

志愿者赶织400多套帽子、围巾和手套

1月3日，赶到杨家山社区发放仪式现场的贫困孩子及家长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