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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市华胜水运有限公司遗失船舶检验证，船名：湘平江货0531，登记号：2009K430013
8，编号：201741010635，声明作废。
▲耒阳唯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遗失现金支票一张，支票号：3140431506107795，账号：820
11500000001406，开户行：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郭楚言遗失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费用结算单原件 1 份，出院日期：2021 年 6 月 22 日，
原金额为：9213.41 元，医保统筹后金额为：6504.01 元,住院号为：656110，声明作废。
▲(父亲:李先斌,母亲:胡蓉)李睿锡，2016 年 06 月 30 日出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件编
号:Q430005731,现声明作废。
▲本人徐浩杰不慎遗失岳阳县人民法院开具的诉讼费电子缴款收据一张，金额 2701 元，
票号：3448857947 特此声明。
▲本人文杰遗失常德玉沁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不动产房地产预收款发票，发票代码 043
002000105,发票号 04118113，金额 123909 元，特此申明遗失，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与玉
沁置业无关。
▲怀化聚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1043120210080331L)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雨花区芙蓉卓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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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盟，电话:13739094388。
▲湘潭市网络人士联谊会（51430300MJJ7731119），经会员大会 2023 年 3 月 13 日决议注
销，现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为保护本单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现社团清算组申报债权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彭
正坚，1534832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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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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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双峰县劳动就业局家属楼）101 房，双房权证 2002 字
第 0762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承取得，被继
承人：罗玉珍。 继承人：王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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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双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 年 3 月 17 日

常德警保联动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满）3

月 14 日上午，家住常德市城区
的王先生驾车在人民路屈原公
园附近路段与另一辆小车发生
起刮擦交通事故， 两车都有不
同程度损失。 拨打报警电话后，
王先生发现同时赶到现场的不
仅有常德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
的事故处理民警， 还有中国人
保财险公司的事故理赔员。 整

个交通事故处理现场勘查 、责
任划分 、定损理赔 ，不到 10 分
钟就快速处理完成。 王先生表
示，这种处理方式让他很满意。

据悉， 这是常德公安交警
警保联动模式的又一项新的便
民举措。 警保联动是公安交管
部门和保险公司开展深入合作
的新型工作模式， 是交管部门
和保险公司共同创新推动道路

交通安全社会治理方式的新实
践和新探索， 也是双方立足民
生、便民利民的新举措。

此次推行的警保联动新举
措， 是对现有交通事故快速处
理警保联动机制的一次全面优
化。 常德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
在交通事故处理中队成立警保
联动联络室， 保险公司安排固
定的理赔员定点驻守在大队交通

事故处理中队，事故处理警员与保
险公司理赔员合署办公。 接到交
通事故报警后， 事故处理民警
根据事故车辆承保公司通知理
赔员一同出警赶到现场。 充分
发挥保险理赔员在事故处理中
对车辆勘验、 定损和理赔上的
专业优势， 协助事故当事人实
现简易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快
撤，缓解道路交通压力，有效减

少和防犯因事故造成的交通拥
堵和次生事故， 提高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效率。 同时，常德交警
部门还依托现有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服务站点和交通事故赔偿
人民调解室等相关配套工作机
制， 协同开展道路交通事故快
处快赔咨询指导、定损理赔、事
故调解等工作， 减少当事人在
事故处理中往返奔波。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迎
文佰全） “大家 5 人一组，
依次照相 、填写资料 、录入
指 纹 …… ”3 月 16 日 13
时，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
泰山路派出所办证室，站满
了前来补办身份证的中学
学生。户籍民辅警加班为即
将报名参加中考的学生开
辟加急办证业务。

3 月 20 日至 30 日 ，是
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书
面考试报名时间。天元公安
分局积极主动作为，与天元

区教育局协作摸底。 发现截
至 3 月 14 日，全区有近 200
名考生没有身份证。 报名时
间越来越近 ， 学生又要上
课，怎么办？ 该分局特事特
办，决定自 3 月 15 日起，为
补办身份证业务比较集中
的市二中、 建宁实验中学、
菱溪中学报考学生开辟加
急办证专场，身份证办理流
程也由原来的 1 个月变成
10 天。 经过 15 日、16 日的
加急办理，此项业务基本完
成。

本报讯（通讯员 黄晓勇）“你
们单位哪个部门负责签到工作 ，
肖某某怎么没有签到？ ”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 宜章县纪委监委驻县
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联合该县委
政法委政工室组成监督检查组对
全县政法系统各单位作风纪律进
行了监督检查。

3 月 4 日至 3 月 14 日， 监督

检查组采取不打招呼、 突击检查
等方式先后对全县政法系统各单
位及其 12 个公安派出所 、4 个交
警中队 、3 个法 庭 ，13 个 司 法 所
的上下班纪律 、值班备勤 、履职
尽责情况 、 禁酒令执行情况等
开展了监督检查 。 从检查情况
来看 ，绝大部分单位均能够认真
落实作风纪律的各项要求， 但也

发现个别单位存在上班迟到的情
况。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督检
查组当场予以提醒纠正， 并提出
具体要求。

下一步， 监督检查组将继续
采取 “四不两直 ”方式 ，对各单位
上下班纪律、履职尽责情况、禁酒
令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监督检
查。

本报讯 （通讯员 蒋辉军 唐
海晖）3 月 14 日， 宁远邮政分公
司生产支部在县文庙广场开展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
动， 部分党员在公司分管领导带
领下 ，宣传 “3·15”消费者权益等
相关知识 ， 发放宣传手册 50 余

本。
此次宣传活动围绕提升金融

服务品质、 普及金融消费安全知
识、 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开展集
中教育宣传，回应社会关切，及时
处理客户诉求， 提升服务效率和
质量，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针对

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银行卡盗刷
等违法违规行为， 邮政一方面在
网点加强宣传， 另一方面在所辖
各个营业网点设置了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点 ，进
一步提高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
识别能力。

宁远邮政分公司开展“3·15”主题党日活动

急中考学生之所急
开辟加急办证专场

长沙天创粉末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国良说：“我们作为
一家国家高新企业、 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 更应该加大科研投
入，将加强与中南大学、湖南大
学建立产学研合作， 突破科研
中各种需求的定制化应用场
景； 我们将以国内市场客户为
中心、 以粉体装备为主线打造
客户需求产品包， 积极走向国
际市场， 打造全球销售与售后

服务体系， 提升品牌形象和服
务水平， 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业绩
倍增。 ”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是
一家产销研一体的实体企业 ，
公司成立 17 年来一直专注于
粉体材料关键装备研制及粉末
技术的科研服务领域， 获得国
家专利近 50 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当前主要产品以纳米行星

研磨系列设备为主，配套破碎 、
筛分 、混合 、烧结等粉体装备 。
产品主要应用在国内急需的高
精尖材料领域，如电子材料 、半
导体芯片、新能源材料等领域 。
该企业与华为、 比亚迪、 富士
康、中国航天、中科院、北大、清
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全球
知名企业与院所有合作， 服务
了世界 60 多个国家近 2 万多家
客户。 吴志和

宜章全国两会期间开展作风纪律监督检查

“天创粉末”依托科技创新求发展

●邵东县廉桥镇开丽百货商店遗失邵
东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5年6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521600565659，声明作废。
●父亲郭其与母亲曾金红， 遗失儿
子郭锦程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U430001199，声明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萍娜日用品商行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南康普医药研究院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10011484803，声明
作废。
●父：夏凌锋，母：王艳玲，孩子王晨
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2017
年1月6日出生，出生证编号Q43027
7606，声明作废

●肖冰遗失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书，编号：130311201306
001126，声明作废
●茶小甜奶茶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JY24305230291345,
声明作废
●张克初于2023年3月14日不慎遗
失身份证，身份证号：432503200007
210014，特此声明
●湖南至臻瑜伽健身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8年11月
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0MA4PWQ2801，
声明作废
●父贺军林，母陈丽萍，孩子贺映岚
出生证编号Q430746565遗失， 声明
作废

●彭良保遗失湖南省人民医院住院
收费票据原件一份发票号为00108
98187金额：7846.13元。 本人仅在医
保局普通医疗报销过此发票， 现声
明作废。
●曹某某遗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具的住院发票一份，代码：14306
0221， 票 号 ：0015374743， 金 额 ：
8913.46元，声明作废
●父亲金刚、 母亲陈慧遗失女儿金
雨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47
9132； 遗失女儿金雨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Q430479133，声明作废。
●遗失坐落于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
铺镇大市场教师街的房产证， 所有
权人:毛兴华，唐满妹，编号：房权证
大路铺字第K30154号，声明作废。

●湖南晓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财务私章（张艳玲）一枚，
声明作废。
●湖南益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私章（张艳玲）一枚，声明作废。
●衡阳市雁峰区佳伟建材经营部遗失
公章（编码：4304077104222）、法人章
（法人：刘国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长沙汇洋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两张，发票代码：0430022
00104号码 40725241及发票代码：
043002200104号码40725242特此声
明作废！
●父：彭明华，母：刘明娣，孩子彭宇
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2011
年11月2日出生，出生证编号L43045
3886，声明作废

●宾泰， 杨淼遗失长沙云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地产预收款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043002200104，
发票票号：03041689， 发票金额：
702901.00元，声明作废。
●长沙玛匀品牌策划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QPL9T68， 登记机关：
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
日期：2019年8月22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青慧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证书
（副本）一本，证书编号：湘文物施二
字2022SG05号，声明原证书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景诺舟大药房不
慎遗失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父亲唐起龙， 母亲胡亚丽遗失女儿
唐悦熙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证编号
Q4307479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父亲杨清， 母亲杨媚遗失儿子杨俊
熙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证编号：
K431004963，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已完成《湖南有色黄沙坪矿业有限公司边深部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现公示如下：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qZs4iDtEv6rhmJziw78t3Q?pwd=bku3，提取码为 bku3。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湖南有色黄沙坪矿业有限公司周边居民及单位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锅工(0731)�82256395。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3年 3 月 1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8 日，共
10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