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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8届毕
业 生 袁 亭 ， 遗 失 报 到 证 ， 编 号
201813802301560，声明作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宋
晓 慧 遗 失 本 科 毕 业 证 ， 编 号
105531201205000571，声明作废。
●郴州市馨悦日用品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 注册号：431000600420635，声
明作废。
●郭贝贝（父亲：郭亮，母亲：李冬香）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O430016610，声
明作废。
●曾子牧（父亲：曾建全，母亲：吴小玲）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H430634763，
声明作废。
●覃凤花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1224600111992，声明
作废。
●赖秀成遗失探矿权价款发票， 号码
5603-21金额拾万元。 声明作废。
●郭薇遗失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大专毕
业证，证号：139245201906002161，声明作
废。
●慈利县宜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湖南
省农村信用社转账支票 25 份， 号码:
3140432502038918、3140432503293879 -
3140432503293880、3140432503293887 -
3140432503293900、4020432508517608、
4020432508517623、4020432508551852、
4020432508551854、4020432508551856、
4020432508551858、4020432508551861、
4020432508551874，声明作废。
●安化星浩滔溪大药房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张家界鸿冠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91430802MA4R1U620C），作废。

●周芙蓉（父亲：周理成，母亲：罗红果）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430911795，
声明作废。
●陈思熙（父亲：陈桂荣，母亲：李丽）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805822，声
明作废。
●刘艺晗（父亲刘进超，母亲伍赛兰）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950463，声
明作废。
●田铭杭（母亲田偲宇）遗失出生证，编
号U430065721，声明作废。
●唐小冬--民贸二局一楼 17号（吊销
未注销）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31013013067遗失作废。
●宁远县水市镇爱尔幼儿园遗失公章、
李艳辉私章，声明作废。
●肖睿翎（父亲：肖亮，母亲：武周敏）遗
失湖南省出生医 学证明 ， 编号 ：
T430930208，声明作废。
●河南重工集团起重机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分公司遗失公章（4302030604168）
声明作废。
●姚若曦(父亲姚兵，母亲段琦)遗失湖
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009381，
声明作废。
●肖龙遗失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
校报到证，证号：200912055300500，声明
作废。
●梁真（父亲：梁刚，母亲：梁燕贞）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727634，声明
作废。
●陈若菲（父亲：陈兵，母亲：陈婷）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1007272，声明
作废。
●罗佳瑞（父亲：罗向来，母亲：周国其）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045534，
声明作废。

●蒋慧彬（父亲：蒋友武，母亲：杨日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430546307，声
明作废。
●陈雅萱（父亲：陈梅平，母亲：陈文）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833038，声
明作废。
●袁伊（父亲：袁泽龙 ，母亲：刘汀钱）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594150，声
明作废。
●谭博仁（父亲：谭锋，母亲：陈静）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291200，声明
作废。
●万家骏（父亲：万新华，母亲：屈国绣）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O431034222，声明作废。
●刘子舒（父亲：刘伟，母亲：李娜）遗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R430326676，声明作废。
●汉寿县岩汪湖镇中学遗失湖南省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3本（共计 75
份 ）， 编 号 ：03474951 -03474975；
00155826-00155850；05931526-05931550，
声明作废。
●李翔睿（母亲：朱希，父亲：李波）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072310，声明
作废。
●潘锦程（父亲：潘广林，母亲：谭梦权）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430393462，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甜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杨四牲猪养殖场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09 年 5
月 22 日核发 430104600060685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乐九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望家欢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430104012930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嗨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10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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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建辉，
电话 19807481972

遗失声明
长沙实效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黎威）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吉公酒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1094703及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铂年恒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 局 2009 年 8 月 4 日 核 发
430105000033477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铂年恒投资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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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 彬
13507459999

遗失声明
湖南大泽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宇智波建材经营部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51002900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签年串串火锅店遗失长
沙市雨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5月 22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 JY243011103910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森琳瑞恩幼儿园遗失长
沙市望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月 9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3430122032468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共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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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东连，电话
17872368015

减资公告
湖南省信融同创商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9999万元减
至 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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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电话
18229945758

遗失声明
长沙星城水务工程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利方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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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玉林，电话：15197343006

注销公告
湘西湘成缘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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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成电话:19958240587

减资公告
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经决定，拟将公
司注册资本从 228000万减至 218496万
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胡志丹，电话
13873280706

遗失声明
湖南道成管道有限公司遗失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李国龙）私章合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宏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7475101、遗
失财务章、苏细私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湖南德柳重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万元。为保护债权人合法
权益，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金政， 电话：
17363850168
湘西金立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出
栏2万头生猪项目公众参与公示

湘西金立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湖
南美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年出栏
2万头生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 现向公众进行公
示， 具体内容见"https://gongshi.qsyhbgj.
com/h5public-detail?id=4920"。

遗失声明
湖南汇天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备案公
章，编号：4301020201431、汪志文私章，编
号：4301020201435，声明作废。
花垣县两岔河五级电站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受花
垣县大龙洞两岔河三级电站委托，开展
对花垣县两岔河五级电站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根据国家《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文
件精神，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布。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链 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 -
378741-1-1.html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周边居民
3.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张工
281552284@qq.com0731-84098688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

公 告
我局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湘乡市
经济开发区引风路查获一车冷冻肉
类产品 ， 车牌号码为湘 C95989,湘
H9398 挂(黄色)。
由于该车车主无法提供所载冻肉产
品的任何合法手续， 且不能提供货
主的相关信息， 我局无法依法立案
调查，请该批货物的所有人，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 持货物的相关合
法手续到我局接受调查，逾期，我局
将依法处置该批货物。

湘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08 日

通讯员 田娟 文嘉

新时代县域警务工作全面启动以
来，泸溪公安以实现风险隐患精准防控
为目标，精准打击违法犯罪，持续发力
追逃攻坚。 11 月以来，连续抓获 8 名在
逃人员。

追踪半月锲而不舍“揪”盗贼
全面摸排，掌握底数，逐一研判，量

身定制，不抓归案，誓不罢休。对付网上
在逃人员，泸溪公安持续发力，从未懈
怠。

11 月 9 日， 通过对新一轮网上在
逃人员摸底，指挥情报中心锁定一名在
福建泉州盗窃电缆的犯罪嫌疑人户籍
地为泸溪。 通过追踪、研判、分析，连续
半个月，民警紧紧盯住在逃人员踪迹不
放松。

11 月 26 日午时，该在逃人员出现
在浦市镇，浦市派出所迅速出击将该逃

犯抓获归案。

两天两夜，机智较量抓“骗子”
长期租住同一房东的房子，按常理

来说租客与房东之间应当是相处和谐
的。 然而，租房者李某却利用房东符某
的仁慈与善良 ， 几次三番杜撰生活拮
据、急需用钱，陆续向符某借款 30 余万
元。 钱到手后，他将符某联系方式删除
拉黑潜逃至泸溪。

接到吉首市公安局的协查函后，泸
溪公安立即展开调查。在逃人员李某具
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通过冒用他人身
份信息等多种方式逃避侦查。通过两天
两夜追踪，民警成功锁定李某。 11 月 11
日凌晨 1 时，泸溪公安与吉首公安联合
出击，在某宾馆内将李某擒获。

3 个小时快速侦查擒“内鬼”
11 月 12 日，泸溪公安刑侦大队与

指情中心联合抓获一名外省在逃人员，
从接到协查函到抓获仅仅用时 3 个小
时。

当天中午 1 时许，刑侦大队接到江
苏常州公安协查函：10 月上旬，受害人
邾某的支付宝被盗刷 8000 元， 同居室
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已潜逃回泸溪。

泸溪公安根据仅有的线索，立即对
陈某展开侦查。 当天下午 4 时许，民警
掌握了陈某的基本活动情况 ， 立即出
击，在白沙城区将其抓获归案。

这只是泸溪公安持续发力追逃攻
坚的一个缩影。 11 月 5 日， 白沙派出
所、指情中心联合抓获冷水江市非法拘
禁在逃人员；11 月 16 日 ，吉首市一名
故 意 伤 害 在 逃 人 员 在 泸 溪 落 网 ；11
月 26 日 ，又一名故意伤害网上在逃人
员在白沙城区落网……打击犯罪，缉捕
逃犯 ，惩凶除恶 ，泸溪公安正全力以
赴 。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永兴被誉为“中国银都”。
11 月 26 日，记者走进永兴县经济开

发区工业园区阳光贵金属有限公司门市
店，只见店内银制烧水壶、茶壶、酒具、餐
具、工艺品及各种金银饰品琳琅满目。

“今年的银价是 5 元每克，这个银杯
重 60 克。 只卖银子能卖 300 元，但是深
加工做成银杯，算上杯壳和加工费，可以
卖到 500 元。 ”店员一边向记者展示手中
的银杯，一边介绍。

阳光贵金属有限公司自 80 年代起
经营白银冶炼至今已 30 多年。 和永兴县
其他白银冶炼企业一样， 公司以粗冶炼
起家， 从全国各地拉来废渣废料提炼成
金属锭。 因为环保问题，2014 年，公司搬
迁到柏林工业园区进行转型， 开始白银
深加工冶炼提纯。

“永兴银都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从 90 年代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起 ，永兴
就开始探索一条转型之路。 ”永兴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曹为群介绍， 从最开始
取缔小钢锅，变成 158 家规模化冶炼厂。

2012 年再进一步整合成 50 家， 到 2018
年整合成 30 家，直至最近又提出冶炼厂
转型新方向， 要把金属锭向精深加工产
品转型。

转型思路方向定了， 但是工作落实
推进缓慢。 今年 4 月省委巡视组进驻后，
指出永兴兴于冶炼，又困于冶炼，产业动
能转换和新产业培育异常艰难。 要求县
委县政府抢抓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等战略良机，扎实开展“三个
推进年”工作，持续推进“中国银都”首选
发展战略，支持在建项目尽早投产见效，
引导已投产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和靠大联
强实现达产增效。

针对经开区工业园区， 巡视组进一
步指出了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复工
复产不达效， 其次是园区的产业环评调
整没有及时到位，影响企业的发展，第三
是一业独大，兴于银又困于银。

“转型困难首先是观念问题，思想定
位在哪里，转型就会在哪里，其次是冶炼
和精深加工技术支撑的问题。 以及企业
主体是否有转型的理念、技术资金实力，

政府政策支持是否到位。 ”曹为群解释，
原来因为新一轮产业发展规划和规划环评
尚未最终获批，园区内的企业稀贵金属加工
经营范围仅局限于粗金粗银的提纯。

接到巡视整改意见后， 园区积极与
省生态环境厅和省有色金属研究院对
接，目前《永兴县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
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2020—2025）》下个
月将上会确定，单个企业环评办理（或调
整）、危废经营许可证办理等瓶颈问题也
可破解。企业经营范围可扩大为稀贵金属的
基础材料和功能材料，以及电子信息材料。

此外， 园区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指示
和要求，采取“八个一批”和“三个提升 ”
等活动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增效，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 今年园区落地项目 33
个，落地率和开工率位居郴州市第一，今
年 1 到 10 月份园区整体税收入库 7.2
亿，是去年全年税收的 3 倍。

对于一业独大问题， 园区首先是补
齐产业类别，围绕“1+4”工业体系建设，
补齐产业短板和弱项。 在今年新落地的
33 个项目中，就有稀贵金属精深加工企
业 11 家、电子信息企业 8 家 、精细化工

企业 2 家。 第二是延伸产业链条，督促稀
贵金属企业向精深加工延伸， 将稀贵金
属精深加工企业加工的产品与文旅融
合，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三是靠大连
强，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曹为群告诉记者，目前全县有 13 家
上市企业。 其中今年新引进的 3 家企业
进驻园区后，使永兴的管理理念、经营理
念、市场理念和员工的素质有很大改观。
此外，通过和科研院所合作，提升技术水
平，挖掘稀贵金属更广泛的回收技术，现
在可提炼出三十多种稀贵金属。 推广智
能制造后， 更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自动化
程度。

经过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复工复产
后企业的生产效益提高了。 阳光贵金属
有限公司发展部主任张远芳介绍， 在政
府和园区的指导下，今年公司成功转型。
精深加工研发出了新技术， 白银电解后
提炼出更多种类的稀贵金属， 提升了产
品附加值。通过与园区工业旅游融合，每
年门店参观人数一万余人次， 带动了产
品销售。 今年公司产值增值到 14 亿，税
收是去年的 6 倍。

吉首捣毁一聚众赌博窝点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婵）12 月 2 日，吉

首市石家冲派出所成功端掉一聚众赌博窝
点，成功抓获违法人员 14 名。

12 月 1 日下午 1 时许，有群众报警称：
镇溪街道某小区疑似有人开设赌场。 派出
所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前往现场进行摸排布
控、封锁出口，雷霆出击，成功捣毁一聚众
赌博窝点 ，成功抓获违法人员 14 名，缴获
若干赌博工具、涉案赌资 3 万余元。

经查， 违法人员彭某明与张某红为夫
妻关系，租住于镇溪街道某小区，均无业，
遂想通过开设地下赌场发财致富。 2 人通
过免费为参赌人员提供烟 、槟榔等“福利”
吸引赌徒， 当天从中抽头渔利 2000 余元。
参赌人员宋某兵、唐某军 、张某为等 13 人
以打纸牌“三公”“飘叶子”等方式在出租屋
内聚众赌博。

经询问，彭某明、张某红对为他人赌博
提供条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被依法行
政拘留 12 日，并处罚款 2000 元；其他违法
人员如实陈述了参与聚众赌博的事实，均
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2000 元。

“银都”的转型“突围”

泸溪警方一月抓获 8名在逃人员

■巡视整改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