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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马卓华于 2021 年 2 月 17 日遗失二代身份证， 证号

440582199310215889，声明作废。
湖南省溪上林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高兰天(身份证 431102199601213862)所持《医师执业

证书》(编码 141430000305536)遗失，声明作废。
曾 卓 遗 失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 证 号 ：

430102014386，声明作废。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 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县

永丰街道城中路湘中水果市场 1 栋 115
房，双房权证永 2015 字第 0864 号，不动产
予以转移登记 （因法定继承取得， 被继承
人：贺存谷。 继承人：王友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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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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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廖玮 陈龙）“谢
谢你们，人民调解员”。这是赵某两姐
妹拿到其父亲务工意外死亡全部赔
偿金后，到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送锦旗时，对水口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说的话。

据悉 ，2020 年 10 月 7 日 18 时 ，
水口镇政府收到凌江村报送的信访
维稳预警信息，该村田坪组村民赵某
在帮木材老板黄某砍伐树木时意外
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引发责任赔
偿纠纷。 收到信息后，水口镇高度重
视 ，由镇长牵头，协调水口派出所第
一时间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全面
掌握了事实，并迅速组织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展开调解工作。 2020 年 10 月
8 日，在水口镇调解室通过长达 8 小
时的调解， 死者家属与黄某达成一
致 ，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协议约
定赵某死亡赔偿金共计 25 万元 ，由
木材老板黄某分 4 次支付。经水口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督促，该笔赔偿金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已全部赔付到位。

这起案件是水口镇政府用实践
探索信访维稳、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
渠道、新平台的案例之一。近年来，水
口镇政府按照“访调结合、应调尽调”
的原则，通过“事前做好功课、事中做
好结合、事后做好跟踪”三步工作法，
有效地化解了一批信访矛盾积案、难
案，取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郴州召开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2 月 23 日，郴州市委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阚保勇
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市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张军，郴州军分区副司令
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邱家良，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中院院长王雨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市检察院检察长江涛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 、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回顾总
结了全市 2020 年政法工作 ，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 ，部署了 2021 年政法工作。

刘建军

减少资本注册公告
根据 2021 年 02 月 23 日湖南

昌腾建筑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
减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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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式：18604998777
联系人：黄先生

湖南昌腾建筑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4 日

遗失声明
周亚星遗失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

票 据 原 件 一 份 ， 发 票 号 为 N0：
0083663942，病历号 N0：3z0027557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鼎城区石公桥镇朝阳阳光酒楼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
JY24307030235134，声明作废。
●娄底市娄星区南塘中学不慎遗失行
政章（防伪编号 4313000173894）壹枚，声
明作废。
●张子豪（父亲：张冬，母亲：黄碧云）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 证号：∪430042029，声
明作废。
●付俊豪（父亲：陈建明，母亲：付双菊）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Q430401246，
声明作废。
●母亲戴满凤遗失孩子戴羽龙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R430473873，声明作废。
●株洲源文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宁远县第一完全小学遗失财政非税
收入票据 2份， 票据号码 326463421、金
额 450元，票据号码 326463456、金额 450
元，声明作废。
●赵宏达（母亲：梁小霞，父亲：赵震）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 L430890872声明
作废
●彭则析（母亲：汪应来，父亲：彭真）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O430925538声明
作废
●周奕沫（母亲:雷杨，父亲:周阳）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U430148147，声明作废。
●何诗涵（母亲:罗丽霞，父亲:何晋才）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674609，声明
作废。
●杨清豪（母亲：潘霞，父亲：杨云宝）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945662，声明
作废。
●宋浩宇（父亲：宋阳，母亲：李杨）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O431198680，声明作废。
●何慧妍（父亲:何爱亮，母亲:王小玲）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675873，声明
作废。
●黎新悦（父亲：黎来远，母亲：刘桂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430934366，声
明作废。
●张馨月（父亲张兵，母亲彭稚雅）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582985，声明
作废。
●何凯睿（父亲何洪登，母亲方昭）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432791，声明
作废。
●刘湘辰（父亲刘向阳，母亲钟华）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465790，声明
作废。
●黄紫姚（父亲：黄潺，母亲：夏倩娜）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553039，声
明作废。
●胡沛森（母亲：段红燕，父亲：胡先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056794，
声明作废。
●卢芮熙（母亲：陈小芳，父亲：卢君）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001129，声明
作废。
●黄文祥（父亲：黄建军）遗失湖南省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569797，声明作
废。
●杨子航（父亲：杨敏，母亲：冯少霞）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09856，声
明作废。

●凤凰县志平水利水电工程队遗失公
章和财务（杨斌）私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
●谢煜帆（父亲：谢景，母亲：毛欢欢）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51332，声
明作废。
● 向 美 美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431222198801140123，特此声明。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 车牌号湘 DF006 挂， 证号：衡
430426201455，声明作废。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 车牌号湘 DM321 挂， 证号：衡
430426201397，声明作废。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 ， 车牌号湘 DB8522， 证号 ：衡
430426200833，声明作废。
●湖南智昇汽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
输证， 车牌号湘 DD526 挂， 证号：衡
430426201463，声明作废。
●张博铭(父亲:张豹，母亲:刘丽丽)遗失
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1146670，
声明作废。
●吴云桂遗失长沙市岳麓区映日路
1166号正荣梅溪山湖苑 7-907购房的首
付发票， 发票号 00005268， 金额 384150
元，声明作废。
●平江县福娃小镇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626MA4LX9XWXU，不慎遗失行政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 2月 23日
●岳阳际华靓港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4308000095863)遗失行政公章，声明作
废。
●李泓烨(父亲：李波，母亲：颜群） 遗失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卫生健康局补发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430470327，声明
作废。
●衡山县易印商务咨询中心遗失衡山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 4月 16日核
发 91430423MA4QDRJU9T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张家界黄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欧阳子彦（父亲:欧阳明全，母亲:曾小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011403，声明作废。
●石文超（父亲：石六斤，母亲：石先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430039041，声
明作废。
●刘羽馨（母亲：谢元元，父亲：刘飞）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78506 ，声
明作废。
●蒋蕊（父亲：蒋少辉，母亲：廖丽君）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647513，声明
作废。
●肖天泽（父亲：肖志敏，母亲：肖芳）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267966，声明
作废。
●熊沛洁（父亲：罗益华，母亲：熊庚收）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09998，
声明作废。
●益阳诺资通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歆瑶（父亲朱贵，母亲匡敬）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R430679426，声明作废。

●蒋鑫瑶（父亲：蒋连勇，母亲：何丽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D430259912，
声明作废。
●龚雯璐（父亲：龚立停，母亲：周曙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751421，声
明作废。
●李佳奇（父亲：李新然，母亲：李燕枚）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C430252469，
声明作废。
●刘诗涵（父亲：刘中秋，母亲：刘凤）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376110，声
明作废。
●李佳俊（父亲：李伍，母亲：任群）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803621，声明
作废。
●蔡正斌遗失身份证， 证号：4306231982
＊＊＊＊2419，声明作废。
●益阳宏盛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法人（买阿君）章，声明作废。
●陈淑馨（父亲：陈亮，母亲：谢小花）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240317，声
明作废。
●谭博仁（母亲：周丹，父亲：谭鑫）遗失
湖南省出生证明，编号 P430899295，声明
作废
●黄雨婷（父亲：刘永恒，母亲：黄南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38839，
声明作废。
●齐锦怡（父亲：齐斌，母亲：齐寒丽）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82964，声
明作废。
●宋远安（父亲：宋职政，母亲：宋午利）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376688，声
明作废。
●刘嘉莉（父亲：刘明，母亲：刘晓倩）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708369，声
明作废。
●陈浩林（父亲：陈志坚，母亲：高彬）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752618，声明
作废。
●易丽娜（父亲：易志尧，母亲：谭兰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45223，
声明作废。
●张明杰（父亲：张礼春，母亲：陈炎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15603，
声明作废。
●杨可馨（父亲：杨西，母亲：李思瑶）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1120706，声
明作废。
●杨子雯（父亲：杨西，母亲：李思瑶）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353685，声
明作废。
●刘诗雅（父亲：刘炎山，母亲：谭连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01296，
声明作废。
●陈俊豪（父亲：钱春银，母亲：陈玲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430303639，声
明作废。
●吴佳妮（父亲：吴新宇，母亲：谭凌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216969，声
明作废。
●湖南雨露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行政公章一枚，编号：43020310003844，
现声明作废。
●湖南乐达标识标牌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81MA4PGR6A8C，声明作废。

●周子煜（父亲周丁，母亲王茜）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P430054580，声明作废。
●周宏伟（父亲周欣，母亲刘献）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M430854505，声明作废。
●粟晨阳（父亲：粟文礼，母亲：粟兴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C430130336，
声明作废。
●彭一诺（母亲：刘霞，父亲：彭道春）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明，编号:O431084761声
明作废
●张时珍（父亲：张再华，母亲：朱兰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T43086476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益阳市资阳区城镇建设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914309000642168206）经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 11351万元整减少
至 10686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
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市飞啸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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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建，电话：13883592607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飞啸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3 年
06月 0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2-1）
（2-2），注册号：430111000152629，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史亦琼）
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硕江实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
整减少至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公告登
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
人:田野,电话:13739865315

减资公告
凤凰县鑫恒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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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总，电话：
15007408629

减资公告
湖南华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68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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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宋，电话
13807318272

遗失声明
深圳市环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
理 局 2015 年 10 月 13 日 核 发
91430111MA4L15W9XB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凯达商用机器经营公司将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1993 年 6 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18395028；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共创家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经
股东决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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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松新，电话
13127800592

遗失声明
宁乡县民强油茶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和财务章、法人私章（唐明详）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沙市宁乡总支部委
员会不慎遗失法人章和公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协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至
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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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树林，电
话 15084920512

遗失声明
长沙湘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
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8年 3月 16日核发
91430104794734048P营业执照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网通天下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 代码
396464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卓世创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 备案号：4301990028897，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恰同学少年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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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轶
坤，电话 18175171313

遗失声明
湖南奇迹之旅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私章（张帆）、银行预留的印
鉴卡，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旭日生态园林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55950070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麦吉旅居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
减至 3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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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琦，电
话 13787286577

减资公告
湖南麦吉联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32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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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琦，电话
13787286577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宏大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易虎私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中业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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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兴廷，电话
18175171313

遗失声明
湖南赛橙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几分甜烘焙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 编 号
JY143012203635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铁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微客公寓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年 10
月 30 日核发 91430102MA4QUCET0Q
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民杰公共设施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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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勇， 电话
15111319213

减资公告
湖南新农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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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华，电话
15084710509

减资公告
长沙好大状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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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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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电话
18684706475

减资公告
湖南保驾护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减
至 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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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小龙，电话
15173955553

减资公告
湖南鹰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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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凯，电话
18670317508

注销公告
湖南省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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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张先玉，电话：13808421263

遗失声明
湖南国坤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4301110184145，声明作废。

●李逸轩（父亲：李林志，母亲：邓美娥）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R4311640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新鑫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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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蓉晖，电话：13974191289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惟楚競才世纪教育培训
学 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3010532961768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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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競才世纪
教育培训学校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周发群 13607485755

注销公告
株洲市景方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302006940259577）已向株洲市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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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日内与本单位清算组联系，特此公
告。 联系人：何韵，电话：19573372612

遗失声明
湖南荷栀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9月 1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1MA4M4GQR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国迅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证 号
4301002016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世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10038667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遗失 2019 年 4
月 22日开具的湖南省社会团体会费收
据 一 张 ， 湘 财 通 字 （2019） 票 号
0000137331，金额 2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中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至
18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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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玉华，电话
17775866099

减资公告
湖南源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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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杨，电话 18573113588

寻亲公告
2016 年 3 月 7 日在宁乡
市黄材镇石狮庵村七组
捡拾一名男婴，身上有小
孩的出生年月等物品 。
2016年 3月 7日出生，现
取名姜兴达。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如无人与宁乡市

公安局黄材镇派出所联系 （电话 0731-
87574110），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稳定

赵某两姐妹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赠送锦旗。

总结经验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