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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请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长沙标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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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海，
电话 13974915888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铭达电脑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09年 11月 1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286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原长沙轴承厂集体宿
舍已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
通过司法拍卖方式依法处
置给长沙新创轴承有限公
司， 从 2012 年 5 月 16 日
起至 2012 年 7 月 16 日
止， 请仍居住在集体宿舍
的原企业职工到企业公益
事业部办理相关退房手
续，特此公告。

长沙轴承厂破产管理人
2012年 5月 15日

公 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6 月 6 日 10 时
在长沙市顺天财富大酒店拍卖①
常德东水岸小区 12 号楼 105 号
门面（51.49m2 /参考价 41 万）、
106 号门面（42.89m2/参考价 34
万），保证金各 5 万。 ②宁乡坝塘
镇长红大道 B4 栋 101-108 等 20
套在建房屋，87-230m2/套， 参考
价 5.2万起，保证金 2万/套。有意
竞买者，请于 6 月 5 日 17 时前到
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88 号定王大
厦 17F 办理竞买手续（账号：1901
0070 0920 0011 758/开户行：工
行长沙市韶山路支行）。
即日起标的均在财产所在地公开
展示，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0731-85590151、13307318029
13874950628 工商监督：89971678
www.hnwanyuan.cn

湖南万源拍卖有限公司

门面和房屋拍卖公告

长沙顺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0 年 7 月 2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 注册号： 430111000095408
（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湖南丹洲丹砂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 1-1 副本，注册号
4301000001609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本人征婚：男 50岁丧偶沉稳重情

喜欢运动退伍军人现经商觅温柔
善解人意女士重新组织一个新的
家庭 15920001148拒游戏

征婚男 55 岁丧偶退伍经商寻善良
重感情女士为伴不重貌美贫富有孩
视亲生助发展 13424323123亲谈

谢国利身份证遗失，身份证号
430103198005170043，声明作废。本人男 48岁退伍军人丧偶，经商,孝

顺,寻顾家孝顺女士为妻可带父母小
孩 13790775008免中介。 刘冬红 430103196512180343第

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巢勇军不慎将注册号为：
430202600009769的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特声明作废。

长沙爱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税号为 430105685035002的
防伪税控 IC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桑桑酒类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
码 5722278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海军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证， 编号:
51306520010601450，声明作废。

望城区高塘岭镇名门闺秀化妆
品遗失由望城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1年 5月 26日换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26001136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丹洲丹砂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 IC
卡，代码 588974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遗失上大垅
东风一村 018 栋房屋产权证，权
证号：权证 GD008011，遗失建湘
新村第 025 栋房屋产权证, 权证
号：权证 4直 007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情非得已：方女士 28漂亮家资优夫
不育无奈离寻条件不限懂我男交往
我给你一切 13870388210本人

�温柔女李小姐 30 岁有气质现有车
房寻健康男 18370333783【助发展】

【缺爱女 18370333783】

成功儒商男 54 岁丧偶退伍军人收
入丰厚孤独的我渴望诚寻贤惠顾 家
女士携手人生 15019457776拒中介
《商男寻家》 男 58岁丧偶经商多 年
独居人生孤苦渴望家的温馨想 寻真
心过家的女士为伴 15220355578

男 48 岁丧偶生活平凡无负担诚寻
善良能互相理解体贴爱家的女士 为
伴有孩视亲生 18023043869亲谈

�丧偶，经商事业有成，渴望完整家，
诚觅善良体贴孝顺女为妻。

男 56征婚 13425183093

湖南山猫卡通有限公司遗失由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2010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 湘新出发 A
批字第 0106 号出版物发行许
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晓利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4809243023，声明作废

湖南金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1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800000007
285(2-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辉遗失长沙市理工大学 2000
级工业设计专业毕业证书，证 书
编号：2029090，声明作废

男 46 岁丧偶为人随和重感情，经
商经济优， 诚寻贤淑会持家女为
伴，不求贫富、容貌，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510718122本人亲谈
女 33 岁丧偶独居端庄贤惠气质
佳，经商收入稳定，诚寻体健脾气
好有责任心男为伴， 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760297884本人接听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联谊

湖南时时春茶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3 日股东会决议解散公
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内， 债权
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供销大厦 2307房。 联系人：吴德辉
电话：18970964968

注销公告

近期， 北京双鹤药业邀请著名健康养
生专家洪昭光与网友对话， 现将部分观点
节录，和读者共同分享。

网友范先生问： 得了高血压后还能不
能喝牛奶？

洪昭光答：研究证明，牛奶无论对于儿
童还是成人，都有很好的营养作用。中国人
既缺钙又缺优质蛋白， 补钙对老年人有延

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因此，牛奶对于我
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有些人喝牛奶会腹泻，可以喝酸奶。如
果喝酸奶也不习惯的话，可喝豆浆。老年人
喝牛奶或豆浆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 这对
延缓他的动脉粥样硬化是有帮助的。 所以
我们提倡喝牛奶， 喝牛奶和高血压之间无
直接相关性。

网友问：遗传性高血压，吃降压0号已
降到140/90，还用继续吃药吗？

洪昭光答：高血压有遗传因素，但不能
叫遗传性高血压。不管哪种高血压，治疗原

则就是血压要达标， 达标之后要长期维持
稳定，你的血压达标之后还要坚持吃药，否
则停药后血压还会重新升上去的。

降压0号入选国家十五攻关课题
几年前， 北京双鹤药业的拳头产

品———“降压0号”入选国家“十五”攻关子
课题研究用药。 该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教授说： 首先因为
北京降压0号是复合制剂。因为对高血压的
治疗，药物非常多，有上百种，常用药也有
几十种。 而每个高血压患者适于服用不同
的药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难确定哪一

类人群服用哪一类药物更为合适。 北京降
压0号是一种复方制剂，它把几种有效成份
有机组合在一起，每一种药的降压效果和机
制有所不同，能起到协同降压的作用。另外，
每种药物用量小，副作用也同样减少，而且
此药价格便宜，十分适合中国人服用。在“心
脑血管病人群防治措施的进一步研究” 这一
国家十五攻关课题中是这样写的：北京降压
0号的配方，“从基础降压、 协调降压和中枢
神经调整三个方面着手以改善症状，降压作
用温和、持久，效果明显，服用方便。”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高血压能不能喝牛奶？

———聚焦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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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本月19日， 第七届中
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活动之一，“可持续
发展市长论坛———2012年市长与跨国公司
对话会”将在株洲召开。今天上午，株洲市
政府新闻办通报了此次活动的筹备情况。

目前， 确定出席株洲分会场活动的有
国内47个城市市长代表团，美、德、澳等5个
国外城市市长代表团，46个跨国公司和世
界500强企业高管代表团，20个国内外商协
会代表团等。

本次市长论坛除常规的市长与跨国公
司对话会外， 还将重点从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业、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公交车电动
化、数字城管等方面展示推介株洲“两型社
会”建设成果。株洲市商务局局长袁生华介
绍，届时，“两型社会”建设、工业城市如何
实现产业转型等问题将成主要话题。

目前， 株洲分会场各项筹备工作准备
就绪。株洲市已收集发布项目165个，投资总
额超过6000亿元。 ■记者 李永亮

19日，国内外50余名市长株洲论“两型”

分会场连线

本报5月15日讯 身着由辣椒和杜鹃
花图案巧妙点缀的白色志愿者服装， 满脸
笑容，得体的礼仪……今日，3000名志愿者
正式上岗， 为即将在长沙召开的第七届中
部博览会服务。

据了解，中博会共设立“志愿者驿站”
18个，分布在中博会主会场服务区、主要交
通枢纽站和市区各景区。包括黄花机场、长

沙火车站、长沙南站（高铁）、会展中心、岳
麓山景区、橘子洲头、烈士公园等。5月16日
全面启动，每个驿站将配备6—8名志愿者，
主要工作是义务向中博会来宾、市民、游客
派发宣传资料， 提供咨询引导等各类志愿
服务。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何敏玲
通讯员 余晓林

3000名志愿者正式上岗服务中博会

中博会·服务

本报5月15日讯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出台中博会期间天然气供应保障方案，
并完成了市区70家星级宾馆酒店的天然气
用气设施安检和设备维护工作。

在4月份完成70家星级宾馆酒店天然气

用气设施全面安检和设备维护工作的基础
上，5月上旬，公司又派人再次对中博会12家
主要接待场所的用气设施进行再次安检与
维护。目前，长沙天然气供应平稳，完全能够
保证中博会期间的用气需求。 ■记者 杨艳

接待场所用气设施已完成安检维护

中博会·供气

本报5月15日讯 长沙市3553台公交
车和6280台出租车将为中博会这场盛会提
供充足运力和优质服务。

除了安排的18台免费穿梭巴士外，公
交公司将加大途经湖南国际会展中心7条
公交线路的发车频率， 这7条线路分别
是 132路、136路、158路、501路、701路、

901路、915路。915路、132路将会从6分钟
一趟， 加密到2至3分钟一趟。 全市志愿者
和持有“中博会”有效证件的参会代表可免
费乘坐全市公交车。中博会期间，市客管处
将组织各公共客运企业开展联动稽查，如
有投诉可拨打0731-84303488， 该监督热
线将24小时畅通。 ■记者 杨艳

3000公交、6000的士助力中博会

中博会·出行

街头鲜花多了，中博会的宣
传语也随处可见了。 再过两天，
第七届中博会将在长沙拉开帷
幕。5月15日，记者从省政府召开
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
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记者 未晓芳

▲▲

75万盆鲜花“簇拥”中博会
中博会期间，长沙人流量将骤增，

参会人员将突破3万人。届时，将有41
位国家部委正副部长（或副部级领
导）、5位省委书记、6位省长出席。同
时，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的327个团组
的重点客商近3000人确认参会， 包括
21位境外副部级以上政要、70家世界
500强以及跨国公司等。

如何更好地把长沙形象展示给客
人呢？除了招商项目、主题活动外，接
待服务和展览展示十分重要。 长沙市
政府副秘书长卢兴映介绍， 中博会各
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城市亮化和
气氛营造也已启动。

据他介绍，5月16日起， 长沙将有
75万盆鲜花上街， 并准备了18条中英
文对照的中博会宣传标语，已在机场、
码头、包括城市主干道竖立的100块户
外广告牌上进行集中宣传展示。

大部分展品将出售
展览会也是展示湖南形象的项

目之一。 本届中博会的展览展示位
于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展示时间为5
月18日至20日。5月18日上午开幕式
及巡馆结束后才能开馆，5月19日上
午9点开始向公众开放，开馆时间为9：
00-17：00，5月20日17：30开始撤展。

截至5月11日， 共确定有375家企
业参展，其中湖南企业124家，将展出湘
米、湘茶、湘酒、湘菜等特色优势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大部分参展企业
的展品在展出即将结束时，可以出售。

此外，中博会的展馆国际化程度很
高，香港、澳门、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
等11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参展机构， 东盟
10国也开设了专门展区，很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