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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执 3902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9）湘 0104 民初
8283 号】，现将登记在邹新华
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桐梓
坡英才园 2 片 002 栋 604 号的
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
（2001）第 00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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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亨（父亲：杨小军，母亲：旷海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7069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市好派家政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付重斌 13207303313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
020）湘 0981 执 271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汤忠英名下坐落于长沙市
岳麓区岳华路 1200 号谷山庭苑
二期 22栋 2304号商品住房一套、
产权证号为 20190173648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沅江市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32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黎卫名下位于长沙
市红旗区 3片第 17 栋 101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标 04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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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204 执 948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伍龙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太平街 70 号（太傅公寓）
608号房、编号为长国用（2004）
第 013335 号国土证公告作废。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无名氏， 男，40 岁
左右，身高 158cm,
体重 51Kg， 救助
编 号 20032303。
2020 年 3 月 23 日

在长沙市芙蓉区团结路立交桥
下接受救助。 该人自述是四川
人，疑似精神或智力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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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26日

寻亲启事

注销公告
长沙双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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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何雪音，电话 17708441312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8
日 14 时，在本公司对一台旧机动
车依现状公开拍卖，标的即日起
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7
日 17 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2000
元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中路 290 号矿
物宝石市场前栋三楼
咨询电话：袁先生 17773163949、
0731-84411166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衡阳市聚元阁健康信息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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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仕伟，
电话 15886486880

减资公告
根据湖南省新东医院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壹亿元整减少至壹仟万元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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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明 13762757120

遗失声明
湖南南晨家装经营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
章（廖晓）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为龙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来资本贰仟万元人
民币减至贰佰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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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人：付浩
电话：13507474857

2020 年 3月 27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禹翔金属制品经
营部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私
章（刘翼）各一枚，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湖南省水利信息技术中心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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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南省水利信息技术中心清算组

2020年 3月 27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2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吴雪梅名下位
于长沙市杨家山 C 栋 501 号房
屋、产权证号为：00189542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7396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4
31 号瑞府 3245号的房屋、相对
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27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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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553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梁邦全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249
号中建芙蓉嘉苑北区 7 栋 902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80392
16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803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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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
019）湘 0521执 2799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蒋再华所有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仙桃路 68号金坤苑（欧
莱雅郡）6 栋 1601 号房产、产
权证号码为：20170088527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7011478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邵东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79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长沙市高峰纸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振华路 519 号聚合工业园
4栋 401号工业用房、相对应的
产权证号为：20180265141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8026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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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150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杨强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华中心 1 号楼 A、B
座 1101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71417346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9393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4057161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施工公告
衡邵高速 43km 至 45km 处东西
双向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9 月 30 日对洪山北路与衡邵高
速进行路改桥施工，施工期间需
占用双向车道，过往车辆改辅道
通行，限速 60km/h，请广大驾驶
人谨慎驾驶。
衡阳县经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2020年 3 月 27日

遗失声明
衡阳亚博电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30400000004322，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76329036-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李刚货
运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6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460054737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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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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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益阳鑫诚众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湘 H8660 挂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903206338,特此声明作废。

李遇的妈妈王女士告诉
记者，当日下午3点左右，下暴
雨且雷电交加，刚下网课的李
遇想放松一下，就倚靠在铁门
边戴着耳机玩手机游戏。突然
间， 一道雷电正好击中了他，
他当场晕倒在地， 人事不省，
手机也被劈烂。

在隔壁房间做家务的王
女士发现后，赶紧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幸运的是李遇昏迷
几分钟后自然苏醒，伴随而至
的是头痛、耳痛、耳鸣、听力下

降等症状。
家人迅速将他送到南华

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的急
诊科就诊，经初步检查，李遇
生命体征平稳， 无颅脑外伤。
但双外耳道稍红肿，鼓膜急性
充血，双耳轻度感音神经性听
力下降，最终诊断为“电击伤、
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

医生建议予以营养神经、
消炎止痛等对症治疗，其症状
会逐渐恢复，听力也会逐渐恢
复正常。

倚在铁门边玩手游，少年被雷电击晕
手机被劈烂，被击伤的他出现听力下降 提醒：电闪雷鸣时远离金属、电子设备

因脑中风去世,家人
捐出其大脑供研究

本报3月26日讯 5年之
前， 长沙市民胡先生突发脑
中风，开始了漫长的康复之
路。 不幸的是，3月25日，58
岁的他在长沙病逝。家人经
过商量决定，捐献胡先生的
大脑用于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的脑科学研究，捐献遗
体用于医学教育事业，捐献
一双眼角膜帮助需要的人
重见光明。

胡先生曾是一个军人，
之后在长沙安家。 赶上改革
开放大潮的他， 事业小有成
就。“或许是军人的使命吧，
妹夫很热心，爱助人。”胡先
生的小姨子黄女士透露 ，
“他对家人也非常好， 夫妻
关系和睦，从来没有对孩子
发过脾气。”黄女士说，因为
不舍胡先生的离去，家人决
定捐献遗体器官，以这样一
种方式来延续他的生命。

“如何解码人脑的工作
原理和预防与治疗人类脑疾
病，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挑
战。”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人体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
教授、湘雅医学院人脑组织
库负责人严小新解释，人脑
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目前湖
南已经成立“人脑库”，开展
脑科学方面的研究。“近4年
以来， 湖南脑捐献者有100
多例。”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潘爱华

本报3月26日讯 今日， 长沙气
温达25°C，湘江欢乐城欢乐雪域的建
设场地内却是一片完全不一样的景
象。百米矿坑之上，“悬浮”的湘江欢
乐城欢乐雪域项目已经银装素裹，室
内温度低至-5°C， 工人们正穿着棉
服进行紧张的造雪行动。

从去年12月2日的第一场雪将地
面铺上薄薄的雪霜，到如今温度稳定
保持在-5°C， 湘江欢乐城的造雪路
仍在继续。

“降雪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循序渐进，根据规定每天降温不
得超过3°C。 且当库房温度降到4℃
时，需要保持在3—4℃一段时间才能
再继续降温。” 欢乐雪域项目工作人
员介绍道，造雪是欢乐雪域项目的关
键一环，为确保工期如期完成，造雪

机器需24小时不间断持续工作。
“我们在今年3月份将温度正式

降至-5°C， 接下来的工作主要着重
在地面雪层厚度的制作， 在初步达
到45厘米后， 还需压实压厚以达到
长久保持的效果。” 欢乐雪域项目负
责人介绍。

记者在场馆内看到，整个室内面
积大约3万平方米，空间高度38米，两
个阿尔卑斯山小镇、滑雪场、雪峰教
堂、钟楼、咖啡馆等主体建筑均已建
设完成， 整个场馆覆盖着皑皑白雪，
置身其中仿若身处远在地球另一端
的瑞士。

据介绍，不出意外的话，今年暑
假长沙人就可以在家门口穿棉衣滑
雪了。

■通讯员 彭毓妍 记者 胡锐

雷雨天气戴耳机玩手机遭雷劈？这听上去像电影桥
段的情景，却真实发生在了16岁少年李遇（化名）身上。

3月22日下午，长沙下暴雨，家住雨花区的李遇倚
靠在铁门边戴着耳机玩手机游戏时被雷电击中，当场不
省人事倒在地上，经检查诊断为“电击伤、感音神经性听
力下降”。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敬前程 朱文青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周芳表示，春
雨季节常伴随电闪雷鸣，当
人们紧靠金属、 电子设备时
容易招致雷击。 一次雷击过
程根据通过人体的电流大小
会导致不同程度损伤。 闪电
伤可累及全身多处组织及器
官， 如伤及中枢神经系统引
起意识不清、昏迷，摔伤；伤
及皮肤引起软组织不同程度
烧伤； 电流通过心脏导致心
律失常、 心肌损伤甚至心跳
停止。结合李遇的病情，推测

电流损伤了其中枢神经系统
及双侧听觉通路。

周芳提醒， 梅雨季节一
旦出现电闪雷鸣， 在室内注
意关好门窗， 切断家用电器
电源， 不要使用手机特别是
接打电话；不要接触天线、金
属部件，远离带电设备；不要
使用喷头沐浴； 若在室外碰
到电闪雷鸣时， 立即寻找避
雷场所，不要待在露天铁轨、
水管、煤气管、电力设备、拖拉
机、 摩托车等外露金属物体
旁边。

【事发】 当场被击晕，手机被劈烂

【提醒】 电闪雷鸣，远离金属、电子设备

这场“雪”已下了三个月，还没完
长沙湘江欢乐城造雪成功，今年暑假可迎客

湘江欢乐城室内场景。 通讯员 胥固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