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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尹志红

2020 年 7 月 30 日， 随着省公安厅、
省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的炎陵县 “10·
29”专案一审宣判，这起通过该县公检法
等政法单位历时 1 年零 9 个月的密切协
作的案件，终于取得阶段性战果。

“10·29”专案的办理成功，只是炎陵
县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个缩
影。 3 年来，该院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
恶案件 9 件 62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
恶案件 6 件 29 人、涉黑案件 3 件 33 人，
其中提起公诉 6 件 57 人(并案 2 件)。

精心部署 宣传发动
2018年 2月， 炎陵县检察院第一时间

制定并印发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方案》；同年 12月 20日，又针对性地制定并
印发了《深度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
案》， 并调整补充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成员。

专门成立扫黑除恶办案组，由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牵头，副检察长、专职委员、部门
负责人等业务骨干组成最强办案团队，明确
2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联络员。 院领导积极
组织全院干警第一时间参与最高检、省市院
组织的各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业务培训，学
习办理涉黑恶案件相关业务知识。

全院采取院领导包乡镇、检察干警包村
的方式深入河渡、船形、鹿原、霞阳、水口等
乡镇开展扫黑除恶法制大宣讲活动。院组织
宣传小分队不定期在各乡镇集市开展法制

宣传，发放扫黑除恶专项争斗相关资料 5000
余份，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全力以赴 攻坚克难
2018年， 县公安局侦办的以陈先良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移送县检察院审
查起诉后，办案组审查发现 7份伤情鉴定不
合规范要求， 多次与公安沟通要求重新鉴
定， 促使公安另行委托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但鉴定机构对 3份伤情鉴定不予受理。 不予
受理的原 3 份鉴定意见被作为非法证据排
除，排除的证据涉及 4 名嫌疑人，并有 2 名
排除此证据后很有可能不构罪。检察机关办
案组坚持原则的同时，指导公安深挖细查，
其中 1 人被深挖出一起寻衅滋事犯罪 ，
另 1 人由检察机关自行开展补充侦查 ，
深挖出一起非法拘禁犯罪事实。 最终，9
名在案人员全部被送上被告席。

在办理谭江华专案中，该院在审查逮捕
阶段就主动引导侦查，介入案件的侦查取证
工作。 “这份笔录我不认，我是被逼供的！ ”在
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中，谭江华涉黑案中的
2名被告人对办案人员说。 专案组人员了解
了情况后，经研究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调
查工作，后经过调查证实不存在非法取证的
行为。但专案组人员要求公安机关及时更换
侦查人员，重新进行讯问，并进行了完整两
录工作，切实保障了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落实法律监督 推动行业治理
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炎陵检察机

关聚焦社会治安、 金融放贷市场监管等

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 通过发出检察
建议，推动相关行业监管部门齐抓共管，
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在办理陈先良 、罗剑波 、卢德权 、陈
功等人涉恶案、 谭江华等人涉黑案过程
中， 检察机关发现非法集资和高利放贷

现象在该县仍较为突出。 该院坚持“一案
一整治”，每案必发检察建议。 坚持每份
检察建议都进行跟踪落实。 目前，该院向
县公安局 、金融办 、市场监管局 、平安建
设办公室等单位共发出 7 件检察建议 ，
均已全部得到整改落实。

利剑出鞘斩毒瘤 勠力同心保平安
———炎陵县人民检察院扫黑除恶工作纪实

遗失声明
●湖南省翔宇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4306000042482）、 财务专用章、余
桌彰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双峰县恩民家庭农场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公章编号：4313000131261，特声明
作废。
●芦淞区白关镇新城机械加工厂遗失
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刘青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何籽诺（母亲：胡思，父亲：何杰）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456342，声明
作废。
●刘艺涵（母亲:袁思思，父亲:刘鹏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13093，
声明作废。
●蒋思程（父亲：蒋梦良，母亲：陈美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566896，
声明作废。
●刘鑫烁（母亲:周梦英，父亲:刘天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742093，
声明作废。
●谢鸿博（父亲：谢石磊，母亲：杨蓉）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847605，声
明作废。
●方天珏（父亲方首滔，母亲位丹丹）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794205，声
明作废。
●茶陵桥家垅官溪水电站电力有限公
司 2020年 12月 21日前所用的公章(编
号：4302240003868)；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法人印鉴章 2021年 1月 19日起
停止使用，声明作废！ 重新启用备案的
公 章 （43022410002495）、 财 务 章
（43022410002496） 与 法 人 章
（43022410002497）作为公司唯一合法章。
●湖南林华工程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 法人邓媛媛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益阳市诚展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侯宇屹（父亲：侯万东，母亲：刘翠）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64805，声
明作废。
●闵裕涵（父亲：闵文浩，母亲：胡娟）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870137，声
明作废。
●湖南省鸿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5000014912，声明
作废。
●湘西自治州凤飞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备案号：4331000057634，
声明作废。
●衡东清顺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公章，

编码 4304240903516，作废。
●冷水江市伊一麻辣食品经营部遗失
由冷水江市市监局 2017年 8月 8日核
发的代码 92431381MA4M08B14M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杨 敏 遗 失 C1 驾 驶 证 ， 证 号 ：
430122197504238115，特此声明。
●谢泽语（父亲：谢威威，母亲：龚海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O430566099，声明作废。
●张家界市永定区君发机制涵管厂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韩湘（父亲：陈下生，母亲：邓芳莲）
遗失雁峰区妇幼保健院签发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R430613175，声明作废。
●湖南湘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衡阳西
渡项目部遗失公章 (4304079021125)、财
务专用章 (4304079021176)、（周任标)私
章，声明作废。
●衡阳市南岳区独秀幼儿园遗失公章，
编号 4304120002446，作废。
●钟向阳遗失中小学一级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编号：B04071020000000218，声明
作废。
●湖南禾优凌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4307000503989），作废。
●衡南县谭子山镇木潭村村民委员会
遗失湖南衡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谭子山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42000100703，声明作废。
●刘松恒（父亲：刘文峰，母亲：张巧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411695，
声明作废。
●新晃发城园林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原核准
号：J56780001535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新晃支行，声明作废。
●邓要凤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
运管永字 431129200164号，声明作废。
●湘潭市雨湖区同成文化石经营部遗
失公章，编号：4303000054358，声明作废。
●周丽遗失湖南达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出的车位收据一份 ， 编号 ：
01713827，金额：89600元，声明作废。
●刘峻铭（父亲毛智勇，母亲刘娟）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539472，声明
作废。
●罗德新不慎遗失长沙市供销经贸发
展总公司开具的押金条号码：0020646
金额 12500 元， 久发连锁开具的号码
0004275金额 10000元，现声明作废。
●李浩宇（母亲：李月娥，父亲：李光耀）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759370，
声明作废。

●尹静依（父亲：尹旭旦，母亲：侯茵茵）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945568，
声明作废。
●肖米莉（父亲：肖晶，母亲：刘依梦）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000525，声
明作废。
●肖荣华（父亲：肖晶，母亲：刘依梦）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1160437，声
明作废。
●张怡然（父亲：张南桂，母亲：王雪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430038347，
声明作废。
●杨拓（父亲：杨秀忠，母亲：段超兰）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430174418，声
明作废。
●张新兵遗失湖南省汇益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4 日开具的收款
收据，编号：7029623，金额：5000元整，声
明作废。
●株洲市双虎涂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2037790409889） 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喻思睿（父亲：喻望辉，母亲：高彩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1448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润建设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原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协吊装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周文私章，发票章，合同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车护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8 年 4
月 11 日核发 430102000049745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股东会议通知
致湖南创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股东黄
慧云： 公司拟于 2021年 2月 2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股东会议，会议议题
为讨论湖南创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
销事宜。 请您本人准时参加，如未准时
到场视为自动放弃股东权利和利益，特
此通知 。 联系人 ： 何冠娩 ， 电话
18100752021。

遗失声明
宁乡荣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收据
一张，编号（2017）NO 0031605，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长沙市毫米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8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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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睿，电
话：13825135528

遗失声明
宁乡市比索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 证 号 ：
14301247000290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莱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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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炜，电话 17191548113

遗失声明
湖南潇湘体育航空运动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洪山桥支行，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通现代电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国税
登记证正副本、 地税登记证正副本，特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必有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 11
月 1日核发小餐饮许可证，编号：湘小
餐饮 01020056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希乐城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7年 1月
6日核发 91430104072614482X营业执照
正副本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湖南希乐城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 27日在长沙市岳麓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备案，现
公司因业务需要原因，经股东决定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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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 朱凤连
19173159323

遗失声明
长沙子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近期，西安邦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现
湖南省境内出现假冒我公司名义开展
业务的行为，我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
未在湖南省境内以本公司名义开展过
任何经营活动。请广大民众及企业谨防
上当受骗，避免财务损失。 西安邦顿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1日
关于对西安邦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

停业整顿的通告
近期，西安邦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现
湖南分公司自成立至今， 企业管理混
乱、财务制度不全，经公司股东会讨论
决定：从 2021年 1月 19日对湖南分公
司进行全面停业整顿。 自停业整顿开
始， 湖南分公司全面停止经营活动，不
得开展经营，并逐步处理前期已存在的
相关债权债务，妥善处理好全部后续遗
留问题。 西安邦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1日
减资公告

湖南善淘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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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旭东， 电话
13755110289

减资公告
湖南天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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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电话
18873702555

注销公告
湖南天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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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燕，电话 15273823533

遗失声明
长沙昊强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5 月 16 日核
发 430102000181117营业执照正副本全
部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升华照明商行遗失国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440203198007066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砥砺三人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攸古道馆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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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舟，电话 13908464383

遗失声明
湖南岳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梦依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唐阳露），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润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瞿晶）、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自如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迈墨服装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减资，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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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丹， 电话?
18890356895

遗失声明
湖南哲誉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6944901，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湖南哲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7280301，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邦德奥泓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万
元减至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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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卫
华，电话 13787129509

遗失声明
长沙巴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 430103051669820；遗失公
章；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铜官南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7
年 2月 24日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正副本，证书编号：D343047300，有效
期:至 2021年 6月 27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一二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赤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邓文
杰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沁辰花卉园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刘思亮私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珠之雅工艺品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5年 7月 7日核
发 430102000279336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护康环保设备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 430111000304936）遗失国税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公章、财务章、肖敏英私章，声明作
废。

公 告
新 邵 康 乐 医 院 ， 代 码
52430522321719788H， 经院理事会人员
决议解散并进行清算，凡在该单位有债
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请在一个月内申
报登记，联系人：王邵成 15502568221，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天安木业遗失印鉴卡，编
号 12003043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壹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中心
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430122011847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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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华杰，电话 13787106813

声 明
谭杰，男，原为我司员工，职务为销售，
2020年 8 月 18 日此人已从我司离职，
我司与其再无任何劳动、劳务或其他授
权代理关系。最近，我司接到投诉举报，
发现此人在离职后仍使用我司名义进
行湖南区抖音、今日头条等广告宣传并
收取钱财，如其再行此类行为，可及时
联系我司核实相关情况。谭杰行为系其
个人行为，造成后果我司概不负责。 特
此声明。 湖南顺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0日

衡阳县国辉牲猪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果木
种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衡阳县国辉牲猪养殖有限公司拟在衡阳县渣
江镇松市村新建"衡阳县国辉牲猪养殖有限公
司生猪养殖、果木种植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的
相关规定，现以报纸的形式开展第二次信息公
示，衡阳县渣江镇松市村及周边居民可于即日
起 10 个 工 作 日 内 访 问 网 站 （http://www.
huanpingbao.cn/jcb-portal/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
id=14283）查阅项目环评具体内容，或前往衡阳
县国辉牲猪养殖有限公司项目筹备处查阅项
目环评纸质版。 欢迎采取电话、信函等方式反
馈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建设单位：衡阳县国辉牲猪养殖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衡阳县渣江镇松市村
联系人：罗经理，电话：13786488966

道县大理坪水电站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现对"
道县大理坪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信息予以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
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 ：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sagyRfqlgycTGkSMyObcVg 提 取 码 ：o95v。
（二）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联系张先生获取纸
质报告，联系电话 13974662818。 （三）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影响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邮箱：1355727502@qq.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以内。

湖南潇湘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君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生猪养殖、果木种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衡阳君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拟在衡阳县三湖
镇联洋村新建"衡阳君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
猪养殖、果木种植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以报纸的形
式开展第二次信息公示，衡阳县三湖镇联洋村
及周边居民可于即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访问网
站 （http://www.huanpingbao.cn/jcb -portal/
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id=14281） 查阅项目环评
具体内容，或前往衡阳君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筹备处查阅项目环评纸质版。 欢迎采取电
话、信函等方式反馈对该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
建设单位：衡阳君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衡阳县三湖镇联洋村
联系人：蒋经理，电话：13517342618

道县花香冲水电站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现对"
道县花香冲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信息予以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tp8nC0DyB69HEG3bNz51Lg提取码: hxcs
（二）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
联 系 何先 生 获取 纸质 报 告 ， 联 系 电 话
15074627191。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影响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邮箱：846040393@qq.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湖南潇湘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腾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态
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衡阳腾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拟在衡阳县岘山
镇安福村新建"衡阳腾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
态养殖场建设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 的相关规
定， 现以报纸的形式开展第二次信息公示，衡
阳县岘山镇安福村及周边居民可于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访问网站（http://www.huanpingbao.
cn/jcb-portal/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id=14282）查
阅项目环评具体内容，或前往衡阳腾辉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项目筹备处查阅项目环评纸质版。
欢迎采取电话、信函等方式反馈对该项目环境
保护方面的意见。
建设单位：衡阳腾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衡阳县岘山镇安福村
联系人：蒋经理，电话：13975474138

道县小河边水电站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环境影
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 ：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jI0VECL1QRjmRg1YGttjIQ；提取码：m59a
（二）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
联系胡先生获取纸质报告，联系方式：胡先生
13789212506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影响范围内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邮箱：39566612@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以内。

道县瀚鑫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齐增付遗失湖南勤诚达地产有限公司单位开

具的增值税发票两张， 发票代码 4300162350，号
码 00746162， 金 额 144206 元 ； 发 票 代 码
4300164350， 号码 00718460 金额 560000 元声明
作废。

长沙宇佑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在改名长沙
宇佑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宇佑邦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蔡静：

我已将由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
0111民初 384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所有权利全部转
让给唐靖（电话：18173188562），请债务人依法向债
权受让人唐靖履行全部债务，特此公告！ 转让方：
赵恩琦

注销公告
长沙县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0121559527014M)，
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请债权人以书面形式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 ，清算组由李如彬、熊海军组成。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9816438

长沙县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转让公告

长沙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现有一批资
产已报废，包括生产工具、电脑、废旧金属等，拟作
为废旧物资近期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有意者请联
系。
联系地址：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路南段 30

号
联系人：刘兵 电话：0731-88289939

关于股权转让的债权申报公告
长沙库捷物流仓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库捷公司 ）正在进行股权转让 ，原股东已
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 ，
将 其 持 有 的 长 沙 库 捷 公 司 100%的 股 权 全 部
转让给新股东 。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 ，原股东将
承担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 鉴于上述情况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敬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二、
有关债权债务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1、 申报人
为本公司各类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法人、自然人
及其他经济组织等；2、 所需提交的债权申报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联系
人及债权人债权金额、性质、有无担保等具体内容
的债权申报书；债权人债权形成所依据的合同、协
议等债权凭证（原件核对）。 如债权人需要委托他
人代为申报债权的， 还应当提交债权人委托代理
人的授权委托书。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提交上述文件，逾
期申报、漏报的债权，本公司将不予受理，债权人
可直接向原股东申报并主张权利， 由此产生的一
切法律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 ：沈进林 联系电话 ：13637311850
地址 ： 长沙市星沙经开区长桥路 189 中部智
谷产业园 5-502
邮箱：Changsha_portal@163.com

长沙库捷物流仓储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0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