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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谢天章 卢
剑）“谢谢叔叔、 阿姨的帮助，我
一定会好好读书！ ”2 月 19 日，
安仁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彭新娥带队前往平背乡，
将 2 万元司法救助金和学习用
品送到小兰（化名）手中，为她送
去新年的温暖。

小兰是该院办理的一起刑
事案件被害人邓某的女儿。2020
年 10 月 2 日， 小兰的母亲邓某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被杀害，父亲
刘某也因涉嫌犯罪被逮捕。安仁
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办案人员
知晓后 ，立即带案走访 ，得知被
害人家中还有 2 名未成年人小
兰 （12 岁 ）、小红 （8 岁 ）无人监

护，生活困难，姐妹俩成了“事实
孤儿”。 为了及时有效地帮助姐
妹俩，检察院与当地村委会沟通
联系，确定由当地村委会作为小
兰和小红的临时监护组织，并代
为申请司法救助。检察院受理申
请后， 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审查审批
程序，为小兰和小红发放了 2 万
元司法救助金。

为了切实解决小兰和小红
的实际困难和长远需求，安仁县
检察院着力构建 “1+N”司法救
助新模式，在发放司法救助金的
基础上， 争取县委政法委支持，
加强与民政、教育等部门的沟通
联系 ， 致力实现救助途径多元

化、救助效果最大化。目前，在县
委政法委的协调下，民政部门已
将小兰和小红列入“事实孤儿”，
享受基本生活补贴，教育部门也
落实了学费减免等相关政策。同
时，检察院对两个孩子的成长也
予以重点关注，安排未检干警定
期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她们早日
走出心理阴影，回归正常学习生
活。

近年来，安仁县检察院坚持
“司法为民 ”理念，主动作为，已
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8 件，发放救
助金 20 余万元， 惠及 8 个困难
家庭，充分发挥了国家司法救助
的人权保障和扶贫救困作用，彰
显了检察机关的人文关怀。

法院交警联动查扣被执行人车辆
2 月 18 日，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通过交警部门

协助，成功查扣一台被执行人机动车辆，这是该院与交警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及机动车辆查控协作机制发挥作用的生动体
现。

自联动机制实行以来，苏仙区法院共成功扣押 4 台车辆，
顺利执结 2 起案件，共兑现执行款 269332 元。

通讯员 王晶

司法救助金重燃
“事实孤儿”生活希望

■图片新闻

遗失声明
本人谢时凤，女，身份证：430511199502112529，毕

业 于 南 华 大 学 护 理 学 本 科 ， 毕 业 证 编 号 ：
105555201705007105，毕业证已遗失，特此证明。

刘佳荣遗失士兵证， 证件号码： 兵字第20190345655
号，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 沙 天 天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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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吴茂盛 ；电话 ：
18900746748

减资公告
长沙白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

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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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丽，电话：13117319997

湖南白云制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2000 万元
人民币减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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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丽，电话：131173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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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县热市镇云盘山村民委员会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娄底市恒鑫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 公章编号：4313000104161，声
明作废。
●唐浩翔（父亲：唐克军，母亲：张爱萍）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R431024881，
声明作废。
●陈予涵（母亲：许玲霞，父亲：陈新波）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J430633051，声
明作废。
●刘宇鹏（父亲：刘日恒，母亲：杨剪）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 证号：O430501793，声
明作废。
●周述轩（母亲:陈娥，父亲:周苏桂）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127915，声明
作废。
●王可馨（母亲：璩航，父亲：王胜强）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824377，声明
作废。
●李紫涵（父亲：李志刚，母亲：李佳）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3790，声
明作废。
●李紫钰（父亲：李旺，母亲：郭蓉）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418831，声明作
废。
●向熙萱（父亲：向明东，母亲：田路）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300748，声明
作废。
●杨安琪（母亲:池海燕，父亲:杨高照）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68131，声
明作废。
●李子欣（母亲柴丽，父亲：李伦）遗失湖
南省出生证明，编Q430254563声明作废
●谭赫奕（母亲：谭巧琳，父亲：贺胜）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号 P430282737声
明作废
●张易航（母亲:徐如意，父亲:张良）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185890，声明作
废。
● 章 艳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430122198302082428，声明作废。
●父亲：罗雪平、母亲：黄孝香遗失罗晨
曦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38937，声
明作废。
●田子曜（父亲：田涛，母亲：向芹）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465179，声明
作废。
●张雨萱（母亲：张娜娜，父亲：赵从卫）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005860，声
明作废。
●张雨欣（母亲：张娜娜，父亲：赵从卫）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534538，
声明作废。
●孔韬源（父亲：孔界云，母亲：何霞）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513185，声明
作废。
●方梓睿（母亲:冯兴，父亲:方奇）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443028， 声明作
废。
●刘宇轩（父亲刘畅，母亲张羽）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583243，声明作
废。
●吴家航（父亲吴鹏，母亲欧阳聪聪）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25601，声
明作废。
●唐佳晨 （父亲唐追，母亲张志婷）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926104，声明
作废。
●彭擎宇（父亲：彭为，母亲：高硕妮）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483600，声
明作废。
●王斯婷（父亲王启，母亲贺淼）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011130， 声明作

废。
●徐安琪（父亲：徐文勇，母亲：徐凤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O430232567，声明作废。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
湘DC0828的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运
管衡字 430426201018号，声明作废。
●衡阳市蒸湘区家亿建材商行遗失公
章，编号 4304080906761，作废。
●湘乡弘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备
案号 4301040184461，作废。
●樊文凯（父亲：樊小卫，母亲：周美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O431082824，声明作废。
●李承泽（父亲：李宁，母亲：谢秋菊）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
R430009757，声明作废。
●甘雯琪(父亲:甘仕勇，母亲:陆显珍)遗
失 湖 南 省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I430008668，声明作废。
●祁东县生源鲜果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426600214484，声明作
废。
●郑宇晨（父亲：郑桂福，母亲：匡妹子）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P430082330，声明作废。
●欧阳妤芊（父亲阳闽，母亲唐丹丹）遗
失湖南省衡阳市妇幼保健院签发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R430322639，声明作废。
●邵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43052359546572XY， 法定代表人:
谭海军，证书有效期:自 2017年 07月 17
日至 2022年 07月 17日，声明作废。
●临武县清风鱼酒夜宵店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31025MA4QNAM78Y)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陈诗琪（父亲：陈龙，母亲：陆清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44476，声
明作废。
●梅光博（父亲：梅伟，母亲：刘飞）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1050389，声明
作废。
●杨程誉（父亲：杨杰，母亲：田苗）遗失
湖南省出生证明，编号：P430960207，声明
作废。
●邹文凯（母亲：邹玉芳，父亲：邹庆荣）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029740，
声明作废。
●邱梓煜（母亲：邱颖）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430594411，声明作废。
●邵阳县农村经营服务站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0523006326781Y，法定代表人 :陈中
梁，证书有效期:自 2016年 12月 26日至
2021年 12月 26日，声明作废。
●罗俊涛（父亲：罗紫阳，母亲：张志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L430503584，声明作废。
●洪金彪（男，母亲刘翠兰，父亲洪清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016088，
声明作废。
●双牌县东方水果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14311230212538，声明
作废。
●马诗阳（父亲：马江涛，母亲：欧凤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267566，声
明作废。
●沅江贝卡蒙祺制衣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慧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遗失身份
证，证号：4303211992＊＊＊＊1222，声明
作废。
● 吴 鹏 浩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1230200212205136，父亲：吴利塘，母亲：

杨孝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封研溪（父亲：封举栋，母亲：成文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1112516，声
明作废。
●万文萱（父亲：万彩，母亲：周易林）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393680，声明
作废。
●花垣县人民法院遗失湖南省非税收
入电子缴款收据 4 份， 购领证号码：
2013， 字轨： 湘财通字 （2019）， 号码：
312748660、312748971、312748998、
312748999，声明作废。
●林俊宇（父亲：林朝才，母亲：刘芳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131820，声
明作废。
●杨子墨（父亲：杨能杰，母亲：李贵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018899，
声明作废。
●唐俊阳（父亲：唐晓波，母亲：唐怡）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86882，声明
作废。
●刘佳怡（父亲：刘勇，母亲：谢英）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430601654，声明
作废。
●肖星宇（父亲：肖外华，母亲：陈文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2053，
声明作废。
●王浩龙（父亲：王停，母亲：吴乐云）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430791064，声明
作废。
●向昕（父亲：向淼江，母亲：向细云）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48336，声
明作废。
●段洛天（父亲：段小平，母亲：谭正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33921，
声明作废。
●周鑫宇（父亲：周志云，母亲：陈湘）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325061，声
明作废。
●周梦琪（父亲：周志军，母亲：唐兰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8863，
声明作废。
●唐雨欣（父亲：周仕平，母亲：唐敏）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799362，声明
作废。
●钱思瑶（父亲：钱天明，母亲：左贝贝）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170014，声
明作废。
●陈昊宇（父亲：陈霆，母亲：尹张敏）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57520，声
明作废。
●陈佳慧（父亲：陈国亮，母亲：吕玲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448910，
声明作废。
●黄嘉璐（父亲：黄朝，母亲：李玉园）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502514，声
明作废。
●谭红健（父亲：谭光乃，母亲：陈小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17312，
声明作废。
●钟昊轩（父亲：钟超鹏，母亲：谭琴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313716，声
明作废。
●钟昊妤（父亲：钟超鹏，母亲：谭琴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660186，
声明作废。
●陈子妍（父亲：陈志新，母亲：周建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529122，
声明作废。
●吴瑾炘（父亲：刘毅贤，母亲：吴瑰）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413396，声
明作废。
●唐子谦（父亲：唐维，母亲：向娜）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205436，声明
作废。

●肖育杰（父亲：肖琦，母亲：钟雪梅）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26137，声
明作废。
●苏泽洋（父亲：苏朋，母亲：王钰玲）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123093，声
明作废。
●彭安仪、彭昭瑞（父亲：彭小虎，母亲：
刘燕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分别
为：O430996665、P430552726，声明作废。
●成献香遗失和泓. 桃李春风小区D8-
601室房款收据 3份，收据号：7821287,金
额 30000 元 ，1888002, 金额 20000 元 ，
1888042,金额 300175,声明作废
●湘潭市经开区寻迹书画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唐语芹（父亲：唐勇，母亲：廖田）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229566，声明作
废。
●新田县人民法院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Z5659000046101，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田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龙化工有限公司威亚软件网
络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1999 年 08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1002003787，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龙化工有限公司华润食用化
工经营部遗失由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1999 年 08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1002103463，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开心果幼儿园遗失食品
流 通 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3010502696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43011102789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79034478-
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上东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2 月 3
日核发 430102000101461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波普蜗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2年 10月 25
日核发 430104000062311 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 2-2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鸿博启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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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电话
15243664763

减资公告
湖南蜻蜓短视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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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友义，
电话 17807313498

注销公告
湖南线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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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光，电话 13510027511

减资公告
湖南红旭金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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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雄，电
话 18674804078

减资公告
长沙合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股
东决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至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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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英英，电话
17343647613

遗失声明
湖南隆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罗干私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掌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794640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赢门窗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
章和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湘创业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备案号：4301220118021，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文清电梯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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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清，电话 15074863988

减资公告
湖南逸豪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减
资，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至 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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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电话 18173104055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欧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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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曼丽 18955477759

遗失声明
银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遗
失负责人私章（陈昱），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云妹妹营业厅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戴敢私章，
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21年 1月 25日，吴某在靖州县大堡子
镇上河村自家门口捡拾一名女婴，当时
全身用一条灰色毛毯包裹，内穿淡黄色
衣服，外有一黑灰色布袋。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如无人认领，我局将依法予以安
置。

靖州县民政局 2021年 2月 20日
减资公告

湖南锦华营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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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章汉，电
话 13469459283

遗失声明
湖南顺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 4301040210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思漠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银行预留的印鉴卡，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龙英牧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9800万元减至 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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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章，电话
18673788399

遗失声明
湖南德润万家房产服务有限公司（现更
名为湖南橙杏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罗文），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乐洁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年 7月 23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02015236；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将长沙银行华丰支
行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 帐 号
800082839132012，核准号 J5510009189502，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灏盛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4680 万元减至
1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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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刚夫，电话
13319686662。

终止清算公告
长沙真爱携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名
称：湖南康泰民安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5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申请了清算组备案并进行了
债权人公告。现公司因业务发展原因，经
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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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声
明。 联系人：左文方，电话 18613991808

遗失声明
湖南一杞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编 号
JY14301040455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合纵连横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1040204546，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南林家具家饰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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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金，电话
13787319183

遗失声明
湖南维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13日核发 91430104678048999Y营业执照
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鑫阁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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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湘钢，电话:13907324100

注销公告
荷塘区合泰地区东湖综合治理协会（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430202085417162C），
法人代表：易青，联系电话：13007451302，
已向荷塘区民政局申请民办非企业单
位注销登记，凡涉及此单位有债权债务
关系的自然人请在 30日内与本单位清
算组联系，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湖南创特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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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劲，电话13677389388

遗失声明
湖南宋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56991801，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玉女谷景区天乙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8221000284）经股东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遗失声明
湖南捷隆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43012101883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启阳工程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 43012102662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30105MJJ629072R) 经理事会决议解
散，故注销在民政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长沙市开福区敏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
靖，电话：15116340484

声 明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湘阴恒大溪
上桃花源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项
目经理部印章 （编号：4301020259627）已
损毁，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优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从 100万元
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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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芳
18390959065

注销公告
以下人员因我司（友谊国际工程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长久联系不上，其证件无法
使用，按相关规特办理注销其监理工程
师和监理员证。 欧阳斌XY11-S1379、李
健XY10-A0103、金智丙XY13-S0973、陈
波XY13-S0974、杨运博 XY13-S3085、海
立XY13-S2937、陈国安 XY13-S2992、谢
耀颖 XY13-S3017、李焱平 XY13-S2976、
孟凡袖 XY17-S2639、谢华 XY13-S2962、
李莎 XY13-S3098、杨武林 XS12-S2326、
王春 XS18-S0304、戴伟夫 XY16-S1651、
刘樱 XY17-S1290、刘群 XY17-S1297、周
子易 XY20-S0616、彭国甫 XS10-S0139、
喻霞平 XY13-S5023、 肖文超 XY15-
S4013、申刚慧 XY17-T0791、唐高 XS17-
S0771、 覃梦洁 XY18-S0280、 谢慧鑫
XY17-S2577、张程程 XY17-S2592、李楠
霄XY17-S1874、王佳奇 XY17-S1884、胡
红超 XY17-S1920、卢志均 XY17-S1957、
蒋俊俊 XS16-S1383、 韩盛红 XY20-
S0135、 黄太平 XS14-S0371、 黄寿安
XY17-S1845、余金花 XY17-S1866、侯晓
莉ZD14-S0489。其中杨武林、王春、戴伟
夫、刘樱、刘群、周子易、彭国甫、喻霞平、
肖文超、申刚慧、唐高、覃梦洁、谢慧鑫、
张程程、李楠霄、王佳奇、胡红超、卢志
均、蒋俊俊、韩盛红、黄太平、黄寿安、余
金花、侯晓莉等人证书已遗失。 特此公
告！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永丰街道复兴街商业局家属楼

1 栋 401 房，双政房字第 9098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
被继承人：刘继怀。 继承人：李美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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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胡永清，曹航旭，王劲因保管不善，将（2017）政地出字第 014 号审批

单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
发，现声明该证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