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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23 日 21 时许，在
长沙市天心区马益顺巷天爽
客房发现一女子死在房中，经

公安机关现场勘查， 该女子年纪 35 岁左
右，身高约 1.5 米。 体型偏瘦，短发，上穿
蓝色格子衬衣，下穿灰黄色裤子，经初查，
该女子于 5 月 20 日独自一人入住天爽客
房部，系酗酒过度死亡。 如有知其身份信
息者，请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书院路
派 出 所 联 系 （联 系 人 ： 陈 最 光
13975141299汤高 18711061143）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书院路派出所
2012年 6月 6日

寻找尸源

宁乡县玉潭镇卫华通讯行、宁乡县
玉潭镇日盛汽车维修部、宁乡县玉
潭镇华裕酒庄、湖南新康辉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宁乡营业部、宁
乡县玉潭镇大福建材经营部、湖南
省宁乡县海纳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长沙天宏食品包装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东沩分理处核发的开户
行许可证正本，证号为：
J5510001326401、J5510012997901、
J5510013095801、J5510007431002、
J5510009591101、J5510001328101、
J5510010569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理工大机电开发研究所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注册号 :
430100000144634 营 业 执 照 正
副本一套,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通赢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集成电路 IC卡，
代码：5786253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喜乐福食品有限公司 2012
年 02 月 29 日注销公告因笔误，现
更正为：长沙市喜乐福食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特
此公告。 电话：13874828515 黄闯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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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讯

长沙三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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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五一大道 599 号供销大厦
2410室 联系人：郑琦
电话:13975138970

注销公告

廖淑纯 43010419390707302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恒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章及周文杰私章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孙慧娇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12219881102522911，声明作废。

龚陆军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12219560115523244，声明作废。

陈旺民研毕业证第 990037
号遗失，声明作废。

杨莎莎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03196212281580，声明作废。

本报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刊登的溆浦
县洑水湾乡朝沟坨煤矿遗失煤炭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编号：204312241234。
因原件已找到，特此声明。

声 明

长沙天翼航空设备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
码为：6735889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4岁丧偶独居贤惠气质佳，经
商经济优，诚寻健康有责任心男为
夫，贫富不限 13725594987本人

东莞市维源园林有限公司原长
沙万科工地使用的公章， 财务
专用章及法人章（徐国平）各 一
枚及营业执照 2011 未年检的
复印件声明作废， 如有人利用
本公司证件从事任何活动与本
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声 明

经理事会研究同意， 现将湖南省水
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法人由杨品红
变更为李梦军， 公司注册地址变更
为安乡县安丰乡珊珀湖渔场。 根据
相关规定， 我单位对变更事项公示
10天。 意见反馈电话 07367562633

变更公示

公 告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

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根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2） 芙执字第 436号协助执行
通知书肖雅童长沙市文艺新村
008 栋 605 号长房权证芙蓉字第
710025706号产权证作废。

湖南省科发电站设备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集成电路 IC 卡遗失，代
码号：56172324 -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50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济优脾气好
重责任诚寻善良有爱心体贴女士为
伴有孩视亲生 13751033391亲谈

寻侣做伴

34 岁商女贤优雅惠（离异）有一女自
营实体经济优寻有事业心感情专一
男士共发展有孩可 18664951321
【请君圆梦】 温柔女 28 岁魔鬼身材
特寻一位阳刚无病史体健男圆我美
好心愿 18046624616本人亲谈
温柔女 29岁高雅大方有气质经济
优物质丰富特寻体健男圆我心愿
有缘助你发展 15216075460亲谈

郭国凡 43010219490824055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男 54 岁丧偶独居为人随和重感情，经
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重感情会持家女为
伴，有孩视亲生相待 13510238346

湖南美威酒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5702524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韬，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
子信息工程（电子科技方向）专业四年
制本科 2004年毕业生，报到证丢失，证
号：200410531201469，特此声明。

������受长沙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委
托， 我司定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
上午 10 时， 在长沙市城南中路
290 号矿物珠宝市场前栋三楼本
公司拍卖厅， 对黄兴南路 280-
282 号银河大厦 406-407、412-
413 号房产进行整体拍卖。 房屋
建筑面积 147.36m2，设计用途为
住宅，水、电未分户，无进水、出水
管、无卫生间，未办理土地证。

标的即日起展示并接受咨
询。有意竞买者请于 6月 13日下
午 4时前携有效身份证明到本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并交纳保
证金 20 万元(未成交者保证金全
额无息退还）。 工商监督：89971678
联系人： 15074992168金经理

13808464268刘经理
公司电话：84411166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房产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吴 莉
巢赛君
柳 娟
刘 笑
韩 芳
覃伟强
唐灿灿
肖伟军
周 霞
林 明
胡孟春
龙小青
朱密密
谷秀芳
周鹏飞

D-4301-006244
D-4301-008740
D-4301-008149
D-4301-002233
D-4301-004755
D-4301-004893
D-4301-009480
D-4301-000113
D-4301-005483
D-4301-006751
D-4301-010315
D-4301-012560
D-4301-007085
D-4301-006600
D-4301-009604

10178984
767139
694378
024871
448244
500049
716212
448353
554741
611666
848705
10178414
621271
611409
767064

以下导游证遗失声明作废：

胡朝阳遗失 2004年 12月 8日
核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胡挺秀遗失 2004年 12月 8日核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李智宏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301258958，声明作废。
朱卫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010152056，声明作废。
孙醴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111200203060312，声明作废。

长沙鑫益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国
税 发 票 1 张 ， 发 票 代 码 ：
143001010338， 发 票 号 码 ：
055901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大全粮油有限公司 2012 年
02 月 29 日注销公告因笔误，现更
正为：长沙市大全粮油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 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
公告。 电话：15200911727廖雪红

更正公告

宁乡县白马经济开发总公司遗失宁乡
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号：
宁土合（2003）114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房地产管理局遗失
下麻园岭 094 号房屋产权证，权
证号 00183890;长沙房产(集团)
有限公司遗失紫东园居民点 006
(008 号 ) 房屋产权证， 权证号
00316327; 长沙市房地产管理局
遗失姚正街 1 栋房屋产权证 ,权
证号 000638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于雅玲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6808112040，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美景建材商
行不慎遗失 2007 年 5 月 9 日核
发的注册号 430102600123625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阳市海联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坐
落于天心区五一大道 655 号嘉顿
新天地大厦的编号为长国用
(2009)第 011811 的土地使用证。
另遗失编号为长国用 (2009)第
011836的土地使用证。 遗失编号
为长国用 (2009)第 011812 的土
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个月，卫生部在其官网挂出回复给质
检总局的《关于进口牛初乳类产品适用标准

问题的复函》，指出“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
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
制品。”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内容被消费者解
读为婴幼儿不能服用牛初乳。近日，记者采
访了多位国内权威专家， 众专家均指出，婴
幼儿不能服用牛初乳是一种误读，卫生部该
文仅针对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添加剂。而牛
初乳是经过国家审批的保健食品，有需要的
人群可以服用。

国家乳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
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刘鹏表示，婴
幼儿配方食品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

乳为原料的乳制品同婴幼儿能否根据个体
需要适量食用牛初乳产品不能等同。我国对
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原料采取严格的安全性
评估制度。列入婴儿配方食品相关标准后方
准许使用。刘鹏表示：“牛初乳是自然界唯一
现实的富含免疫因子的天然食物，所以未来
前景仍然是非常广阔的。”

中国营养协会副理事长兼妇幼营养分
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宜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牛初乳
中的免疫因子和人的抗体非常接近，牛初乳
在中国婴幼儿人群中以商品化的形式存在
和被食用有二十年余的历史，从未有对婴幼
儿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

广东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罗海吉教授

对记者表示，牛初乳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的一种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
能性保健食品，适合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食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营养与食品
卫生系教授周韫珍对记者表示，现在要把两
个概念区分开，婴幼儿配方奶粉、辅食里禁
止将牛初乳作为原料添加，和消费牛初乳这
种保健食品，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小儿营养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首都儿科研究所营养研究室主任
吴光驰对记者表示，不同阶段奶里面的成分
主要针对下一代的需要，刚出生的小牛需要
生长，不需要性发育，所以初乳里富含有生
长激素，但是没有性激素，所以吃了牛初乳
不会引起性早熟。

符合国家标准的牛初乳产品婴幼儿可按需食用

张琦读者问：我一直留意生活中的降压
知识，但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让我晕头
转向，故特向贵报请教权威、系统、简明的高
血压预防知识。

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华琦教授

高血压是由遗传和多种环境因素、危险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改变不良因素，
就可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预防高血压可分

为三级：
一级预防指对存有引起高血压危险因

素但尚未发生高血压的人群，采取有效的预
防措施，控制或减少危险因素，减少发病率。

二级预防指对已患高血压的人采取有
效治疗措施，防止高血压加重。

三级预防指对重度高血压的抢救，以预
防其并发症发生和患者死亡。三级预防还包
括康复治疗。这三级预防，一级预防是“防患
于未然”；二级预防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三级预防则是“紧急预防，刻不容缓”。可见，

预防级别越低，越是对健康的高级呵护。
降压贴士：
长效和稳定 院士最关心

已故中科院院士吴英恺教授是我国心
胸血管外科创始人，被称为“降压0号之母”。
以吴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医学家致力于降
压0号的临床推广， 她亲自向卫生部提交使
用降压0号的申请。1977年， 卫生部正式批
准这一申请。此后，降压0号开始大规模用于
临床，功效也不断为临床所证明。多年来，新
型高血压药物不断问世， 但0号在临床上仍

得到高血压专家的广泛认可。
在对1036例降压0号使用者临床观察

后，中国医科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和北京朝
阳医院的专家宣布， 降压0号的降压效果很
理想。 研究人员又对高血压患者进行了5年
的观察，以判断0号的“长期效果”。结果，以
降压0号为主的系统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
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了89%和
76%， 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率下降了62%，轰
动了整个医学界。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预防高血压要分级

本报讯 据深交所6月5日公告，因连
续3年亏损，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原*ST金果）股票曾于2010年5月10
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在暂停上市期间
按规定提交了恢复上市申请，完成了重
大资产重组， 并具备持续的经营能力，
将于2012年6月15日起恢复上市。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金果实业”） 曾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于
199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可惜
短暂的风光过去之后，其经营状况江河
日下，进入本世纪以来，更是几度逼近
退市边缘。

1998年7月，湖南经建投(湘投控股
前身) 受让股权成为*ST金果大股东。
2003年12月，湖南经建投将所持24.91%
的法人股转给银泰投资退出。

两年后， 因银泰投资操控*ST金果
乏善可陈， 无奈之下湘投控股重新接
盘，并于2006年将控股权转至湖南电子

信息产业（简称HEC），但HEC亦因行业
不景气无力回天，2006年和2007年 ，
*ST金果两年连亏，濒临退市边缘。

就在股民们心急如焚之际，2008年
7月，中加矿业宣布入主金果实业，但最
后还是不了了之。

2009年12月，*ST金果发布重组预
案，拟向发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
的剥离了相关银行负债和公益性资产
后的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重组完
成后，*ST金果主营业务转型为水力发
电综合开发经营业务。

今年5月28日， 该公司召开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高票通过了二次
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本次重组完成
后，湖南发展即由水力发电综合开发经
营转变为集水电业务、城市综合开发运
营业务及园区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上
市公司。

■记者 黄文成

停牌两年，*ST金果15日摘帽复牌
本报讯 由于鹏华丰泽A可锁定收

益并享受潜在复利， 近期受到了投资者
的热捧。据了解，鹏华丰泽A将于6月7日
（本周四） 迎来限时一天的开放申购，投
资者可以一千元为起点，免申购费，约定
年收益率4.73%。

记者走访银行时了解到， 如果投资
者持有超过一年， 鹏华丰泽A每半年的
份额折算能让投资者享受到潜在的复利
效应，实际年收益将不仅仅是4.73%。邮
储银行一位客户经理给记者算了这样一
笔账， 鹏华丰泽A成立以来的收益已达
2.3%， 如果投资者继续持有会享有复
利， 持有满一年的实际年收益将达到
4.79%。又因为基金契约规定，持有超过
一年的赎回费用为0，比仅持有半年的投
资者多出2.59%的收益。

■记者 黄文成

鹏华丰泽A明天可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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