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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华

初识《法制周报》是在 2006年 7月。当时
的我是一名从事离退休人员服务和管理工作
的企业员工， 同时兼任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 在参加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
中，授课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法制周报》上一些
生动的案例。从此，我爱上了阅读《法制周报》，
每次到法院参加陪审及与主审法官合议讨论
案件之余，我都会认真阅读这份报纸。 对上面
刊登的一些工作中应用较多的法律法规和案
例分析文章，我反复阅读，并裁剪张贴成册，以
备随时查阅。 连续三届 10多年担任陪审员，
我掌握了不少的法律政策知识， 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017年 7月，我的工作岗位调整，开始从
事信访工作。 所在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老牌大型国有企业， 公司
员工多、离退休人员多、周边工农关系复杂，遗
留问题较多。 信访人隔三岔五上访，在信访部

门、维稳部门多次挂号，给政府、企业的维稳工
作带来了不良影响。

针对这些情况，我开始是茫然的，虽然有
不少处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经验，但对这
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仍感到手足无措。 冷
静之余，我在《法制周报》上浏览到一篇《做好
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文章，其中一句“对诉求
合法的，要依法律按政策解决好；对诉求无理
的，要向当事人说透法理、说明事理、说通情
理，努力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实现定纷止争；对生活困难的，要运用好司法
救助、信访救助等制度，解决法理之外、情理之
中的问题”记忆犹新。我豁然开朗，撰写了一篇
关于给予当事人信访救助的申请， 并多次到
区、市信访局请示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帮
助和支持，让一起历史遗留案件顺利解决，获
得了公司领导和当事人的好评。

这一信访案件的解决，增强了我做好
信访工作的信心和动力。 为此，我专门订
了一份《法制周报》，除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案例分析外，凡是有关信访工作的政策法
规，各地处理信访工作的经验 、综治维稳
的文章 ，均是一字不漏地认真读完 ，吸取
了无尽的知识和力量。

我接手的一起信访案件，当事人的儿

子 1996 年在我公司子弟学校就读， 一次
课间休息与 2 名同学爬山游玩，不慎从山
上摔下死亡，没有得到处理。 当事人 20 多
年来先后到我公司的上级部门、区、市、省
公安和检察机关，以及省政府、公安部、国
家信访局上访申诉，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
费用。 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
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 、凝聚
民心”的指示 ，本着把来访群众当亲人的
理念，耐心听取当事人的倾诉以舒缓其怨
气，并认真查阅案卷材料把握案情 ，向相
关部门核实材料情况，再向信访人释法说
理，同时给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针对
信访人的特殊情况，我为其向区 、市信访
局申请信访救助， 以此抚平其丧子之痛，
解决其家中的生活困难。 这一信访案件终
于在今年 7 月得到圆满解决。

《法制周报》在工作上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更指明了我前进的方向。 祝愿她越办越好！

(作者单位：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办公室)

近日，常德市中心血站主要负
责人带领全体党员及中层骨干 30
多人，赴石门县夹山镇进京赶考启
示园开展以“知敬畏、明底线、守规
矩”为主题的警示教育活动。

进京赶考启示园以专题陈列
形式，围绕“进京赶考”的永恒主题
和“人民是阅卷人”这一时代课题，
剖析明末农民起义军进京前后由
胜转败的原因与教训，带给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 “六切忌六务必”的深
刻启示：切忌“忘”而败 ，务必铭记
初心；切忌“骄 ”而败 ，务必谦虚谨
慎；切忌“懈”而败，务必严明法纪；
切忌“奢”而败 ，务必艰苦奋斗 ；切
忌“腐”而败，务必清正廉洁；切忌
“失”而败，务必赢得人心。 市中心
血站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将坚定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增强党员干部
纪律观念，引导党员干部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筑紧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为血站建设提供坚
强纪律保障。

钱兵 魏国华

《法制周报》助我做好信访工作 常德市中心血站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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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的故事

遗失声明
●湖南康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湘潭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经开区分局2020年3月16日
核发91430300MA4QN0NA1Q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左右休闲网络会所遗
失注册号 430703000005148营业执照正
副本，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
明作废。
●江羿辰（母亲：姚岁，父亲：江海滨）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503676，声
明作废。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张天怡遗失就业
报到证，编号：202013804303257，声明作
废。
●祁东县液化气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 运 输 证 ， 证 号 湘 交 运 管 衡 字
430426200968号，声明作废。
●何克平遗失与湖南恒辰置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宁乡恒大御景半岛商品房认
购书买受人存联，编号 0010517，认购房
号：5栋 1201，声明作废。
● 袁 爱 平 （ 身 份 证 号 ：
320828197201036015）遗失益阳市苏商建
设有限公司短期借款收据 4张，收据编
号 ：NO2809455、NO2809423、
NO2809422、NO1566507，声明作废。
●湘潭市雨湖区乐林餐馆遗失湘潭市
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湘小餐饮 0302003765声
明作废。
●唐彪明遗失湘 AJ613 挂（红色）普通
货运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124205733，声
明作废。
●湘潭市贝迪日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 编号 4303000154585、
发票专用章，编号 4303000154586、法人
私章（罗秋玉），声明作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邓志娟遗失专科
毕业证，毕业证编号 978201759，声明作
废。
● 郭 德 文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3012219651224111754B1 ，声明作废。
●宜章县沿江水果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卢当红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31025600059470，声明作废。
●黄雅淇（母亲：陈原容，父亲：黄集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673914，
声明作废。
●周梓口函、周梓萱（母亲：陈山山，父亲：
周署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分别
为Q430649640、Q430649641，声明作废。
●邹则天（父亲：邹岳龙，母亲：卢勤）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502303，声
明作废。
●奉胎花（母亲：杨浪妹，父亲：奉修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431045053，
声明作废。
●何延焕，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2019
届毕业生遗失报到证（派遣证），证号：
201910532102171，声明作废。
●蒋丹，史涛遗失湘潭恒泽置业有限公
司签订的湘潭恒大华府商品房认购协
议书，编号：G2722382，声明作废。
●湖南趣分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叶泽楷（父亲：叶向东，母亲：邓巧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286696，
声明作废。
●乐君军（母亲：乐颖）不慎遗失湖南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786788，声明
作废。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软件技术(软件开
发工程师方向)专业 2015年毕业生刘炳
乾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512304301265
声明作废。
●何梦芸（父亲：何军，母亲：唐凤珠）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044759，声
明作废。
●龚淑兰遗失湘H8160挂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902202658，声明作废。
●湖南艾摩丽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雷鑫晨（父亲：雷统治，母亲：杨雪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146252，
声明作废。
●徐勇强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

号 430922006328，声明作废。
●辰溪县东晟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因保管不慎损毁湘N6B497道路运输
证，证号：431223100022，声明作废。
●新邵县大新镇栗滩完全小学遗失支
票两张 ， 支票号 ：4020431515976431、
4020431515976828，开户行：农商信用社
大新支行，声明作废。
●父亲高旺与母亲李娟遗失儿子高澳
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462432，声
明作废。
●嘉禾县鑫诚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37000384801；遗失法人周凯波私章；
声明作废。
●张家界恒立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4308210036256，声明作废。
●湘潭雨湖区华湖太极大药房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湖分局 2015年
12月 1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2MA4L285085营业执照正本，声
明作废。
●蓝山县正市学校不慎遗失湖南省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两本，收据起
止号：07543801-07543850，特声明作废。
●刘浩宇（父亲：刘凯，母亲：左玉成）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1105806，声
明作废。
●张旭洋（父亲：张显力，母亲：伍秀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445574，
声明作废。
●刘钰琦（父亲：刘龙中，母亲：罗琳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430649401，
声明作废。
●刘潏荣（父亲：刘龙中，母亲：罗琳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784620，
声明作废。
●刘语琪（父亲：刘胜，母亲：袁红艳）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430010271，声
明作废。
●邓依菡（父亲：邓建华，母亲：赵芹）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752764，声
明作废。
●湖南瑞康消防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200320567989G）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汉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未拆盒金融社保卡（即时限卡）缺失
一张，凭证号：623090106000307054，现声
明作废。
●龚子厚（单亲，母亲：龚爱香）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046766，声明作
废。
●曹军（身份证号 432522196910015856）
遗失铁路监理工程师证，证号：铁路监
业考字第 2009011558，声明作废。
●张锦泰（父亲：张峥，母亲：张艳）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639793，声明
作废。
●张晶 110226199807135928遗失中央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 1份，发票号
1705512802，住院号 00131672-001，发票
金额 14840.83元，特此作废。
●邓兰芝遗失中学高级职称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证书，系统编码
A04141000000000335，声明作废。
●屈鹏不慎遗失二级乙等普通话水平
测试等级证书，证号：4317002005947，考
试时间 2017.12.02，声明作废。
●湖南衡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山桥支行遗失印鉴卡一式三联，编
号 1200527952，作废。
●颜如玉，康扬海夫妇遗失新生儿康婉
颜出生证一份编号（T430415232）特声明
做废。
●福田牌纯电动轻卡，合格证编码：
WAG132306168292；车架号：
LVBV3J0B4LW023581，合格证丢失，声
明作废。
●吴天盈遗失武警警官学院学员证，证
号 201506235，声明作废
●湘阴县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曾梓轩（父亲：王辉，母亲：付琦）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711642，声明
作废。
●徐宇馨（父亲徐继芬，母亲龙美菊）遗
失湖南省岀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083298，声明作废。

●湖南智强经贸有限公司遗失吉首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3月 27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010580096140营业执照副本，声
明作废。
●秦沐汐（父亲：秦争，母亲：欧妮）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549828，声明
作废。
●常德市武陵区三岔路小学遗失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 3419049094，声明
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罗威威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2011342203648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廖文祥遗失报到证，号
码：200811342200010声明作废
●闫文鹏湖南农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
障专业毕业，报到证号：
201710537200542，报到证遗失
●本人余幸福遗失长沙五矿万境蓝山
梧桐苑 22栋 1705房款收据，收据号
2015588，金额 270600元，声明作废。
●曹晨曦（爸爸：曹玉华，妈妈：周良琼）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311040声明作废
●陈卓熹（父亲：陈小良，母亲：张秋桃）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364528声明作废。
●郑可欣（父亲：郑汝滨，母亲：李小月）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343643声明作废。
●王晨懿（父亲：王映平，母亲：李丽）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F430089400声明作废。
●灰山港镇美羊羊幼儿园因保管不慎
遗失桃江县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壹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52430922MJK1639486，特声明作
废。
●龙山县新快数码冲扩店遗失龙山县工
商局 2004年 12月 3日核发 4331303009268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龙山县佰居益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305809086202，声明作废。
●双峰县越佳商行遗失双峰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20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1321MA4RGWNG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文令食品商行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核 准 号
JY143011102400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好享佳钰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万元减至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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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露，电话 18373155977

注销公告
长沙市湘信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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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旭初，电话 17775875252

注销公告
长沙见证策划创意服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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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瑞芳，电话 16673138268

注销公告
长沙众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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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谋平，电话 19848049889

注销公告
长沙聚洁苑餐具消毒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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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正求，电话 15575828999

遗失声明
长沙华途焊割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2106637390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联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076630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铭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12月 26日
核发 91430121MA4L9MTA94营业执照
正本和公章，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鼎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万元减
至 35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
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曾志平，电
话 15273301921

遗失声明
长沙魔豆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私章（孙霞），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自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忠良机电产品经营部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决定注
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
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清算
组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290号
长岭宾馆 7楼东侧， 联系人： 龙福军
13873866701。 湖南宜林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生活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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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电话 18008493374

解散清算公告
长沙湘荣预制构件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月 16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了清算组成员备案，现公司因业
务需要原因，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终止
清算程序，不再注销，继续经营。 联系
人：李治 15607310110。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9年 4月 23日在长沙市
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进行公司注销
清算备案，现公司因业务需要原因，经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终止清算程序，不再
注销，继续经营。 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
责任及后果由本公司及股东承担。 特
此声明。 湖南食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代黎红，电话 15388069209

遗失声明
长沙天申高乐网友俱乐部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07年 11
月 21日核发 430102000036022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惠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06年 5
月 17日核发 430102000075703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李春芳蔬菜商行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8年 11月 8
日核发 92430111MA4PW2M076营业执
照正副本，长沙市雨花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8年 11月 27日核发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4301110434999，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3289101，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盛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县兴旺加油站（普通合伙）经合伙
人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起
45日内向本加油站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张亮均 13807499008

遗失声明
西蒙太奇（长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樟树湾酒店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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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 爱 良
13787838322

遗失声明
湖南德哲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私章
（沈磊），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龙杏昌医疗器械贸易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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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洋 18684653878

注销公告
湖南益康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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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电话 18008493374

注销公告
长沙县黄花镇喜洋洋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3012155954923XE）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本单位无债权，特此
公告。 联系人：陈铁刚

遗失声明
湖南奇迹之旅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0
月 10 日核发 91430100MA4R225J2F 营
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声明作废。

郑重声明
长沙针棉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合法的
营业执照（91430100183853603T）及公章
（4301000106917）现正常使用，公司正常
运转。
特此声明！

长沙针棉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0月 13日

遗失声明
湖南喻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8月
28日核发 91430102MA4RM2QD6J营业
执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星腾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4301050135059，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湖南新大强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减
至 2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
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龚晓
晖，电话 18373101439

遗失声明
湖南隆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卓珺建设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减资，注册资本由 6666万元减至 413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陈中华， 电话
15580181010

遗失声明
邵阳红点子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海盟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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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桃，电话 13873187760

减资公告
长沙力宝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1万元减至 35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联系人:颜爱国，电话
18008410966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长沙恒电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减
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至 1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相应
的担保，联系人:郑豆，电话：13507436333

遗失声明
河南同济路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16年 6月 28日
核发 91430100060110404R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公章、财务章、米帅龙私章、
发票章，声明作废。
●邵阳学院谢佳鑫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8105472042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美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3554903914L）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2281903，账号
66070155200003834，声明作废。

公 告
湖南旺满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法人变
更后经研究决定， 现声明原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一律作废。特
此声明！

湖南旺满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2日

清算公告
湖 南 泰 硒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1430724MA4LKFUE9A）经股东会决议
解散，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与本企
业清算组联系。联系人：周灵敏，联系电
话：15367741788

声 明
湖南省华侨公益基金会因法人章遗失，
现声明作废，启用新法人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博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遗失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叁肆伍广告策划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根据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博爱性
病艾滋病研究所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于 2020年 9月 27日起停止经营，清理
债权债务， 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应以书面形
式向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地址：长沙高新区火炬城M7-1栋 C4。
清算组联系人：胡球，电话：13707489759

注销公告
长沙市锦湖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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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立里，电话：13975176662

遗失声明
长沙文清电梯贸易有限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局天心分局 2009年 9月 2日核发
430103000049551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青山铺镇人民政府遗失以下票
据：
"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直接缴
款单本）"1 份： 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
[2013]，号码：131740401；"湖南省行政事
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226份）：票据字
轨：湘财通字[2007] ，号码 ：02584276-
02584300、02608376-02608400， 票据字
轨：湘财通字[2015]，号码 ： 00876051-
00876075、00876085，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09] ，号码：00892351 -00892375 ，票据
字轨：湘财通字[2009] ，号码：03230326-
03230350，票据字轨：湘财通字[2016] ，号
码：03686051-03686075，票据字轨：湘财
通字[2014] ，号码：04645626-04645650，票
据字轨 ： 湘财通字 [2017]， 号码 ：
09902501-09902550； " 湖南省农村公益
事业筹资专用收款收据"2本（50份）：票
据字轨 ： 湘财通字 ［2010］， 号码 ：
01209951-01209975，票据字轨：湘财通
字[2008]，号码：01378751-01378775；
"湖南省村民（社区居民）委员会收款收
据"1 本（25 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14]，号码：01160226-01160250。
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醴陵市薇妮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从 6800万
元减少至 6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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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朝辉，电话：13607437099

遗失声明
湖南艳阳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年
09月 01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67Q433，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市民间创富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
从 100 万元减少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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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咸国 ， 电话 ：
13723876668

减资公告
湖南省民间创富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从 200
万元减少至 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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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咸国，电话：13723876668

减资公告
湖南湘遇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200 万整减少至
1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 联系人 : 袁武 , 电话 :
13975851517。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岳麓区中优康复中心股东会
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王飞电话:15883041111

注销公告
湖南省融庄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拟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彭志勇电话:1867311317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均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私章
（吴明佳），声明作废。 2020年 9月 30

遗失声明
长沙达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杨素平）各一
枚，声明作废。

食品召回公告
现我公司对产品名称为伊莎牌伊莎茶
批号为 20191201的产品进行召回；即日
起至 2020年 11月 04日，请各经销商清
点库存情况，清点中如有未销售的产品
退回至公司，并告知消费者凭购买单据
到经销商或我公司进行协商处理。作为
食品经营者我公司应当依据法律、法规
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对社会
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并接受社会
监督，并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名称：长沙仁利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
望城坡商贸城D-7栋 18-20缝（涧塘 9
栋）第 18、19、20缝 5楼
具体负责人：熊小姐
联系电话 ：13786177480， 电子邮箱 ：
605579477@qq.com

长沙仁利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09日

《麻阳涌盛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
1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评公示
1、项目概要：麻阳涌盛养殖有限公司位
于麻阳县谭家寨乡弄里村杉树湾，地理
中心坐标： 东经 109.704296345， 北纬
27.815472104，占地面积 1.10hm2。项目建
成后， 可形成年产 1万头生猪生产规
模。 产生废气、废水和噪声在采取相应
的环保治理措施后，可达标排放，固体
废物可得到妥善处置。
2、征求意见时间：按登报日期起 5个工
作日
3、公众参与方式：公众以信函、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4、联系方式：麻阳涌盛养殖有限公司，
杨先生，15580691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