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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坚柳与母亲谭晚霞遗失儿子
李城坤， 女儿李贝朵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L430531653、L430531654声明作废
●衡东县爱尚百货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424MA4LTJQU4G，声明作废。
●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会计核算中
心遗失湖南岳阳农村商业股份有限
公司陆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0817406，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 颜斯颖遗失就业
协议书， 编号 1221152800354，声
明作废。
●益阳市资阳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局遗失交通银行益阳资阳支行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Z5610000105202，
声明作废
●宁乡融仁广告经营部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42571101，
声明作废

●明素霞遗失湖南南璟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9 日开具的
3-103 商铺租赁定金收据一张，收
据号码 3077042， 金额 2万元整，声
明作废。
●岳阳市云溪区正良劳务服务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35635
299956）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湖南升金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泸
溪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3122MA4Q760C0Q）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潘旭荣遗失残疾军人证， 证件编
号：湘军 F024O3O，声明作废。
●罗予晗（父亲：罗辉辉，母亲：张丽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430907032，
声明作废
●罗予晞（父亲：罗辉辉，母亲：张丽
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907031，声明作废
●湖南环宇投资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 税号：430103567653141
声明作废
●常德庆凯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本公
司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长沙中格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三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0389901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四季缘清粥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60006
2066声明作废
●宁乡县玉潭镇跃云商店遗失注册
号 430124600041615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长沙县喻明通讯商行遗失中国移
动 收 据 20 本 ， 发 票 代 码
243001100805 发票号码 30316001-
30318000，声明作废

●湖南金宁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卡， 卡号
4301000004142895声明作废
●魏小荣遗失就业报道证， 证号
201210491100308声明作废
●刘治国遗失湖南科技大学全日制
本科毕业证书（编号：105341200905
000126） 和学士学位证书（编号：
1053442009000179），特声明作废。
●岳麓区华强五金灯具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5221970071
62879声明作废

●上海极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 CS-2012-0000003声明作废
●王杜遗失中南大学报到证， 号码
4303211989121749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决
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
申报债权。

宁乡鸿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治 政法大报刊 省级新闻媒体 权威发布
值班电话(微信)13755167811�QQ544751602分类信息

遗失声明
贺爱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 》壹份 ，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 （2021），票
据号：4389144115 金额：1414 元，特此声明。

公开赔礼道歉信
本人李凌，销售含有非法添加国家禁用

药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社会造成了不
良影响深表歉意，保证以后遵纪守法不会再
犯。 目前，我所售的性保健品已经流入市场
且无法召回，威胁到不特定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上述情况的
主要原因在于我法律意识淡薄，现已经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现通过媒体向广大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今后我将以此为戒，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终
身不从事食品经营管理。

道歉人：李凌
2022 年 5 月 30 日

宁乡环保志愿者协会
举行总结大会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廖悠
悠）“让水清鱼儿畅游，让草绿鸟儿欢歌，携手
环境保护，共建美好家园。 ”5 月 28 日上午，
300 余名宁乡市环保志愿者齐聚玉谭街道会
议室，齐唱《环保志愿者协会之歌》，召开年度
总结大会。

会上，协会会长李可立作 2021 年年度工
作报告。 2021 年，宁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披
荆斩棘，成绩斐然，影响力再度上升。“志愿服
务没有终点，环保公益永远在路上，我们全市
3500 多名志环保志愿者乘风破浪 ， 砥砺前
行，为守护宁乡的绿水青山奉献力量！ ”

2021 年腾讯 99 公益活动中爱心企业(个
人 )代表及 2021 年度优秀团队 ，优秀个人代
表分获表彰。

横市镇望北峰村村民代表给协会送上了
锦旗。他感谢协会为村民们奔走鼓呼，环境污
染问题得到解决。 “如今我们村水好恰，路好
走，田好种！ ”

宁乡市副市长杨灿在讲话中， 对志愿者
多年来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表示衷心感谢 ,
将加大对环保志愿者工作的支持力度， 为协
会开展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司法利剑守护少年的你
株洲法院开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子熙）为深
入贯彻中央、 省委关于严厉打击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决策部署， 营造
“利剑护蕾 ” 专项行动强大舆论声
势。5 月 27 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醴陵市人民法院， 在醴陵市金
杏美域小区开展 “防性侵·护花蕾”
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现场， 两级法院干警
发放了大量宣传手册， 并进行了答
疑。 两级法院干警向群众介绍了“利
剑护蕾”专项行动，讲解了未成年人
预防性侵害相关知识， 得到了群众
充分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接下来， 株洲两级法院将继续
深入推进 “利剑护蕾 ”专项行动 ，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严厉打击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 切实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为建设幸福株洲贡献法治力量。

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米承实 欧道
峰）记者 5 月 30 日从怀化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获悉，怀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法官住院期间拒收红包未
果，主动向市纪委监委驻该院纪检监
察组汇报 ， 并将红包上交至指定账
户。 据统计，今年来，怀化有 48 人主
动上交红包礼金。

针对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禁而未
绝的实际情况，怀化以“零容忍”的态
度深化整治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
问题，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
位在编在岗的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进行全覆盖整治。 明确组织

开展承诺 、自查自纠 、全面起底问题
线索、 深入抽查监督等 7 项举措，通
过在媒体开通举报平台，对问题线索
进行起底 、挂牌督办 ，对被查的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一律先免职再查处。

今年，怀化严肃查处并通报了一
单位多人收受中介等办证人员红包
问题，最近又通报了 4 起违规收受红
包礼金问题典型案例，形成了强大震
慑。 针对被查处单位的问题，纪检监
察部门督促该单位优化办事流程，堵
塞制度漏洞，将所有业务办结时间压
缩至半个工作日，消除收送红包礼金
的空间。 结合清廉机关建设，狠抓廉
政风险防控。 市县机关单位和乡镇党

委 、企事业单位结合岗位职能 ，开展
廉政风险查找和等级评定，制定相应
的防控措施。 如市民政局梳理廉政风
险点 355 个， 其中一级风险点 43 个，
均完善了机制，让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行为无缝可钻。

此外，怀化还广泛开展“讲清廉、
树形象 ”党课宣讲活动 ，各级各部门
结合职能实际编印清廉文化读本等
学习资料；认真梳理本地清廉文化资
源， 首批挂牌向警予同志纪念馆等 8
个清廉文化教育基地；结合清廉家庭
创建，实现市县领导干部家属清廉家
风座谈会全覆盖，从源头上筑牢理想
信念和拒收红包礼金的思想根基。

本报讯 （通讯员 陆文 石晓丽）5
月 25 日、26 日，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
境监测处党支部赴郴州开展党日活
动，联合省及郴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等党组织赴汝城沙州村 ，从 “半条被
子”的温暖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

在郴州党校沙洲分校， 大家上了
一堂“讲好监测故事”的主题党课，省
中心水环境监测部党支部书记肖金
分享道：“刚参加工作的第 2 天就跟着
老同志背着几十公斤的设备攀着晃

动的梯子爬烟囱，现在监测手段多了、
设备轻了， 但老一辈留下的 ‘民本情
怀’不能变，必须以‘闯创干’的精神推
进监测现代化。 ” 郴州中心总支书记
黄东勤说：“郴州中心全体党员在 ‘春
雷行动’中克服重重困难，半年内定期
对东江湖流域开展水质监测， 为污染
防治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真正扛
起了‘守护好一江碧水’的使命感与责
任。 ”

本次党日活动， 一行人先后到达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三溪桥镇、 江西
省赣州市崇义县对跨省交界处的三溪
桥、 汝城多发电站国控水质自动监测
站，开展基础保障现场调查活动，并就
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基础保障及相关
监测工作与当地同行进行了交流。

活动后，大家纷纷表示，要用实际
行动诠释“监测为民、监测利民、监测
亲民”理念，扛牢生态环境监测责任，
提升工作能力， 继续以求真务实作风
投身到工作中。

邵东法院牵头开展
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侯赞）为进一步加强养
老诈骗防范工作，5 月 26 日， 邵东市人民法
院携手市民政局 ， 到邵东市康年华养老公
寓、怡康医养中心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
动。

一大早，干警志愿者来到康年华养老公
寓、怡康医养中心 ，向老年人宣讲如何防范
和举报养老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等内容，结
合一些典型的诈骗话术、诈骗场景进行演示
讲解，引导老年群众防范、识别、举报养老诈
骗行为。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手册 1000 余
份， 接受法律咨询 20 余人次。 现场气氛热
烈，效果明显。

怀化对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零容忍”

讲好环境监测故事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普法现场，法官与小朋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