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湖南省禹源水电

建设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6 年 9 月 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 号 4300001005310
（3-3）声明作废。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嘉裕路 1 号楼 108，301 房，双国用 2008 第 B572

号土地使用证，双房权证 2008 字第 0625，0627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承人：
朱康丽 432522197412100067。继承人：禹军 432522197011080034）现予公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示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不动产中心，0738-6821186。 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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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1 长沙市岳麓区博苑中一九骏幼儿园 52430104MJJ545717C 李玲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金星南路 29号中一九骏
小区

2 长沙市岳麓区天问培训学校 52430104MJJ550735U 谭君艳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英才园居住小区 1片 16栋 101、
102

3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幼儿园 52430104MJJ550807L 蒋庆云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湖韵佳苑小区 3栋

4 长沙市岳麓区他能乐学钰龙幼儿园 52430104MJJ551367M 唐旻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佑母塘路 799号钰龙佳园一期内

5 长沙市岳麓区恒大华府幼儿园 52430104MJJ551420H 雷权 长沙市岳麓区望岳街道金星北路二段 89号恒大华府幼儿园 101

6 长沙市岳麓区咕咚家庭公益服务中心 52430104MJJ55180X0 龙锋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咸嘉湖街道 216号

7 长沙市岳麓区两型智库研会 52430104MJJ5518698 李新建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振兴路 2号长华社区

8 长沙市岳麓区蒙特梭利永祺西京幼儿园 52430104MJJ552992J 罗岚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桐梓坡路 270号永祺西京小区商用楼 1
栋

9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白鹭府社区卫生服务站 52430104MJJ561928E 周洪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和顺路洋湖壹号小区 4号 2层

10 长沙市岳麓区红杉树九能幼儿园 52430104MJJ563368Y 王艳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丰路 1099号领仕汇小区 34栋 101

11 长沙市岳麓区湘江心语幼儿园 52430104MJJ563800C 肖依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先导路湘江时代小区栋 1楼

12 长沙市岳麓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51430104MJJ5638352 喻珍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岳麓大道湘麓金座西栋 5楼 525室

13 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2430104MJJ564774H 刘金明 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街道东方红北路金南家园小区一期办公楼 1.2
楼

14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安社区卫生服务站 52430104MJJ567422T 朱晚香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安社区

15 长沙市岳麓区红杏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52430104MJJ567430M 安瑞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岳麓大道 26号金湘大厦 5
楼

16 长沙市岳麓区湘爱行公益服务中心 52430104MJJ568185G 刘慈宏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茶子山东路 112号滨江金
融中心T3、T4幢 15层 1524号

17 长沙市岳麓区金色晨曦幼儿园 52430104MJJ568636T 李为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丰路 938号麓麟卓越花园三期 E
区 01栋 101

18 长沙市岳麓区羽翼心理服务中心 52430104MJJ570306L 刘慧 长沙市岳麓区麓景路 628号振业城一期 2栋 1102

19 长沙市岳麓区艺术培训行业协会 51430104MJJ57186XQ 王恩曙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麻园路后湖国际艺术园D
区 33栋 4楼 1号

20 长沙市麓区新世纪幼儿园 52430104MJJ572600H 刘勇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咸嘉湖西路与谷丰南路交汇西
南星语林公寓 6栋 02.24号

21 长沙市麓区辰星浅水湾幼儿园 52430104MJJ572643Y 肖伟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博学路卓越浅水湾小区

22 长沙市岳麓区农业科技学会 51430104MJJ572581X 何桂清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华村新塘组 58号

序
号 单位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白鹤幼儿
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白鹤幼稚

园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
道白鹤幼儿园

2 长沙市岳麓区新雅育才幼儿园 法定代表人 许岩 黄胜华

3 长沙市岳麓区金桥幼儿园 法代表人 李满金 李红

4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新村小太阳幼
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新村小太阳幼

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新
村小太阳幼儿园

5 长沙市岳麓区活力自闭症康复中
心

1、 变 业 务 范 围
2、单位名称

1、自闭症语言发育迟缓智力落后学
习困难、脑瘫、感觉统合失调。 2、长
沙市岳麓区活力儿童发展康复中心

1、自闭症语言发育迟缓、
智力落后、脑瘫残疾人康
复训练。 2、长沙市岳麓区
活力自闭症康复中心

6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德馨幼儿
园 变更法定代表人 关键飞 胡琛

7 长沙市岳麓区小小田海棠湾幼儿
园

1、 法 定 代 表 人
2、单位名称

1、伍威屹。2、长沙市岳麓区金贝贝
海棠湾幼儿园变

1、余燕。 2、长沙市岳麓
区小小田海棠湾幼儿园

8 长沙市岳麓区漂亮宝贝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漂亮宝贝简易幼儿
园

长沙市岳麓区漂亮宝
贝幼儿园

9 长沙市岳麓区华鑫艺术培训学校 1、单位名称 2、
业务范围

1、长沙市岳麓区华鑫高考补习学
校。 2、高考补习

1、 长沙市岳麓区华鑫
艺术培训学校。 2、高
考艺术、文化培训

10 长沙市岳麓区诺贝尔摇篮阳光
100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诺贝尔摇篮阳光

100幼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诺贝尔
摇篮阳光 100幼儿园

11 长沙市岳麓区康乐宝贝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康乐宝贝幼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康乐宝
贝幼儿园

12 长沙市岳麓区仁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1、单位名称 2、
业务范围 3、
法定代表人

1、长沙市岳麓区仁和家庭教育服
务中心。 2、婚姻家庭及社区服务、
项目指导、咨询、培训、交流、研究、
评估；创业就业培训。 3、王爱华

1、 长沙市岳麓区仁和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
社会工作、婚姻家庭及
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专
业指导、咨询、培训、交
流、研究、评估；社会组
织孵化与培育公益平
台搭建。 3、黄小平

13 长沙市岳麓区湘龙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湘龙简易幼儿园 长沙市岳麓区湘龙幼
儿园

14 长沙市岳麓区天勤体育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 黄伟 黄明桂

15 长沙市岳麓区匠心教育培训学校 法定代表人 安锋 胡攀华

16 长沙市岳麓区艾瑞莱洋湖壹号幼
儿园

1、 法 定 代 表 人
2、单位名称

1、伍威屹 2、长沙市岳麓区金贝贝
洋湖壹号幼儿园

1、陈薪羽。 2、长沙市岳
麓区艾瑞莱洋湖壹号
幼儿园

17 长沙市岳麓区音乐舞蹈家协会 法定代表人 李跃飞 罗婉荷

18 长沙市岳麓区郡维学校 法定代表人 李新宇 曾跃兵

19 长沙市岳麓区世纪福娃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世纪福娃幼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世纪福
娃幼儿园

20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银馨社
区卫生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 周茜 张球

21 长沙市岳麓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法定代表人 周平 邓润州

22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老年公寓 法定代表人 徐灵芝 徐彦

23 长沙市岳麓区工商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商学院幼儿园 长沙市岳麓区工商幼
儿园

24 长沙市岳麓区大风车长房西郡幼
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北京大风车长房西

郡幼儿园
长沙市岳麓区大风车
长房西郡幼儿园

25 长沙市岳麓区西湖街道黄泥岭社
区卫生服务站 业务范围 全科医疗、预防保健科 全科医疗科、预防保健

科 \口腔科

26 长沙市岳麓区望岳街道府后路社
区卫生服务站 业务范围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妇产科；

妇科专业.口腔科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
科、妇产科、妇科专业、
口腔科 \医学检验科 \
中医科

27 长沙市岳麓区锐英北津城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华龙北津城幼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锐英北
津城幼儿园

28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业务范围

预防保健.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
妇产科：妇科专业.妇女保健科.儿
童保健科.口腔科.精神科.麻醉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预防保健.全科医疗科.
内科.外科.妇产科：妇
科专业.妇女保健科.儿
童保健科.口腔科.眼科.
精神科.麻醉科.医学检
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
科

29 长沙市岳麓区莱恩幼儿园 单位名称 长沙市岳麓区莱恩幼稚园 长沙市岳麓区莱恩儿
园

长沙市岳麓区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下列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和撤销，现予以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民政局
2020 年 12 月 08 日

成立登记的社会组织

变更登记的社会组织

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
序
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销时间

1 长沙市岳麓区歌德艺术培训学校 肖正年 2020.1.3
2 长沙市岳麓区新途教育培训学校 罗美翠 2020.1.9
3 长沙市岳麓区用心教育培训学校 虞贵明 2020.1.13
4 长沙市岳麓区花火教育培训学校 虞贵明 2020.1.13

5 长沙市岳麓区阳光法律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 陈学文 2020.1.22

6 长沙市岳麓区南北艺术培训学校 王恩曙 2020.4.14
7 长沙市岳麓区子木艺术培训学校 陆丽红 2020.4.14
8 长沙市岳麓区思齐培训学校 吴 鲁 2020.4.14
9 长沙市岳麓区飞扬艺术培训学校 黄凌云 2020.4.14
10 长沙市岳麓区诺贝尔摇篮咸嘉新村幼稚园 赵波 2020.4.20
11 长沙市岳麓区众志美术培训学校 林志军 2020.4.21
12 长沙市岳麓区承萌艺术培训学校 陈 皓 2020.4.29
13 长沙市岳麓区青木艺术培训学校 邓王利 2020.4.29
14 长沙市岳麓区晓雯音乐培训学校 李 红 2020.5.11

15 长沙市岳麓区英才艺术培训学校 邓兴洲 2020.5.14
16 长沙市岳麓区新里程教育培训学校 方芸 2020.5.14
17 长沙市岳麓区从丛教育培训学校 谢曹琳 2020.5.28
18 长沙市岳麓区多芬艺术培训学校 胡应国 2020.6.2
19 长沙市岳麓区导航艺术培训学校 李平平 2020.6.11
20 长沙市岳麓区潇湘培训学校 刘良春 2020.6.22
21 长沙市岳麓区卓乐艺术培训学校 陈 明 2020.7.3
22 长沙市岳麓区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袁 萍 2020.7.3
23 长沙市岳麓区奥帅培训学校 余宜芳 2020.7.9
24 长沙市岳麓区微力量艺术培训学校 肖兴平 2020.7.10
25 长沙市岳麓区新梦想培训学校 柏洪涛 2020.8.5
26 长沙市岳麓区八音艺术培训学校 杨庭峰 2020.8.9
27 长沙诚康医院 罗娴 2020.8.13
28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夕乐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何国才 2020.9.3
29 长沙市岳麓区娱乐业协会 李江 2020.9.3

30 长沙市岳麓区健康五环艺术团 朱蓉蓓 2020.9.7

31 长沙市岳麓区郡维学校 曾跃兵 2020.9.21

32 长沙市岳麓区大地艺术培训学校 曹思彬 2020.9.21

33 长沙市岳麓区中优康复中心 王飞 2020.10.26

34 长沙市岳麓区麓雅培训学校 吕小明 2020.10.26

35 长沙市岳麓区博闻培训学校 郑春生 2020.10.30

36 长沙市岳麓区布朗风幼稚园 张新芬 2020.10.30

37 长沙市岳麓区成鑫艺术培训学校 杜晴 2020.10.30

38 长沙市岳麓区领动科技教育培训学校 曾霜 2020.11.4

39 长沙市岳麓区艾思堡幼儿园 谭巍 2020.12.3

40 长沙市岳麓区胜蓝教育培训学校 王新长 2020.12.3

湖南凤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不动户单位结算账户销户公告
为了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的使用，加强银行账户的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湖南凤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在本行长期不动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进行销户
清理，现对以下长期不动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进行公告，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30日内到开户行办理销
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 特此公告！
开户行/账户名称/账号/账户性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正街支行/凤凰县嘉华水电工程队/82015100000572486/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312101
正街支行/凤凰县杨竹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004183/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224802
禾库支行/湖南腊尔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82015100000008440/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272102
禾库支行/凤凰县忠农黄豆种植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008371/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204802
两林支行/凤凰县红枫银子龙养殖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539426/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312601
两林支行/凤凰县凤发种植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008676/基本存款账户/ J5693000209402
两林支行/凤凰县大丰生态猕猴桃农民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008698/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219002
两林支行/凤凰县杜仲萝卜猪养殖专业合作社/82015100000008701/基本存款账户/J5693000234402

遗失声明
杨 小 慧 遗 失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三 方 就 业 协 议 书 ， 编 号

0211054100109，声明作废。
湖南省桂东县公安局胡卓警官证丢失， 警号 :154464， 特此声明作

废。
2020 年 12 月 7 日

胥振华遗失长沙健力客假肢矫形康复有限公司收费收据一本，编号
2257161-2257180 前三联已开出，剩余为空白联，声明作废。

李耀遗失湘阴恒大溪上桃花源商品房认购书， 编号：G8934692，声
明作废。

李 叶 果 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 遗 失 士 兵 证 ， 证 件 号 ： 兵 字 第
20190418353 号，声明作废。

刘宇峰遗失驾驶证，证号：430721198407074631，声明作废。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遗失声明
因不慎遗失全称为

“醴陵市金穗实业公司”，
其 核 准 号 为 ：
J5525001087201 编号：
5510 — 01319811银行
开户许可证， 现特声明
作废。声明人： 醴陵市金
穗实业公司

2020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