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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健康A15

80岁也能拥有20颗完整牙齿
美奥口腔启动“8020”种植牙公益援助行动

注销公告
长沙高旗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耿春艳
电话：15211100839

注销公告
超音速（长沙）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车站
南路 471 号书香名邸 3栋 1209房。
联系人:唐超 电话 18975844999

遗失声明
湖南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基
层工会社团法人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星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出的投标保证金收
据 1 份，号码 9027444，金额
3万元，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D729G 周 长 明 、 湘
AKZ720 锻钢、湘 AUA242 王
润强、湘 ALM540刘恒德：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请你于公
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
未来领取， 则视为送达。（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7月 30日

遗失声明
慈利县竹阳服务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821000003418、 遗 失 组 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
6803053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金禾饭店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地税
湘字 43018119821203573202 号，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宇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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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开福区中山路 589 号开
福万达广场第 2栋 2单元 3903房。
联系人：刘赛峰，电话：18873240798

遗失声明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陈敏交强险保单正、副本遗
失，保单号:PDDH2015430107
00000125，单证号:21114311
0100354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艾斯沃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12319801、 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PE043
0100012319806，声明作废。

公 告
吴帅：你自 2015年 6 月 30 日离
开公司至今，拒不办理工作交
接，请见公告 7日内与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否则视为自动离职，
公司将依法予以处理。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久坤投资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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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区三湘展览馆路东上东印象
商住楼 1121 室。 联系人：汤刚
毅，电话：13973150001

全国直投 18818793980
集团公司自有资金，房地产矿
产农业，高科技新能源项目优先

●自有雄厚资金，全国直投。
●行业、项目不限，须具抵、
质押物。 ●低息、诚信、快捷
解决资金困难。 详询:
023-89009131、15086840966

重庆豪驰（集团）直投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8000098

资金雄厚 全国直投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招商 促销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便民服务 搬家●

代办信用卡额度大，前期无费用，下卡
快，电话：13077369954

资金直投（矿山、地产、工农
业、旅游项目,企业改扩建，资
金周转等）诚招商务代表。
15805698216李学圣
邮箱:15805698216@163.com

安徽博航投资公司

理财 咨询

公告 声明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资金直投（矿山、地产、工农
业、旅游项目,企业改扩建，资
金周转等）诚招商务代表。
联系人：15705600629李总
邮箱：748683459@qq.con

安徽银泉投资公司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婚姻
调查30亩工业用地转让

交通便利,价格面议。 湘潭易俗河
107国道旁,有意者买 10 亩 15 亩
20亩 30亩均可。 13203205998

高收空 调 厨 具 等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最新报牌仪三公 牛牛 金花 字
牌 打哈。 独家变牌博士仑眼镜透
视 麻 将 程 序 机 牌 技 教 学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变卖公告
开福区人民法院决定对执行
人文来武名下的位于岳麓区
高新区火炬城 C5 组 319 房进
行变卖。 现将有关变卖事项公
告如下：一、变卖价格及交付
条件 ： 变卖价格为人民币
678440元。二、应买方式：自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内有任
意一竞买人一次性足额缴款
变卖即终止；三、多人应买时
的处理：以第一个一次性足额
将款项汇至本院指定账户的
买受人竞得。 四、变卖地点：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A304 办公室。 五、特别说明：
1、该房系带租变卖，租赁到期
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14 日
止；2、房地产过户税费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3、标的物现场的
移交由买受人自行负责，法院
不采取迁出房屋的强制措施；
4、变卖不收取佣金； 5、买受人
自行察看标的物。
六、联系人：史科峰
电话：0731-84816551。
七、汇款账户：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开户行：长沙银
行开福支行， 账号：8000
3216 5320 014。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遗失声明
张家界双安肉类食品厂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慈利县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9100
0017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信投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谷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更换公章，原公章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鑫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07263406-1，声明作废。

通过征文，寻找曾经牙齿
缺失、现在重获口腔健康的顾
客， 展现种植牙人群积极、健
康、向上的生活状态，弘扬正
能量，传达健康科学的生活理
念。活动将邀请相关专家学者
担任征文大赛的评委。征文截
稿时间为8月31日。

【征稿范围】 美奥口腔
医院做过种植牙的顾客或
者亲朋好友做过种植牙者。

【文章要求】1、 文字作
品：描写同“美奥口腔种植
牙”相关的事迹、故事、感悟
等；2、摄影作品：能表现“美
奥口腔种植牙”主题，需有
简短精美的配文。

【稿件要求】1、 所有稿

件均须为作者原创作品，题
目自拟；2、文字作品要求故
事真实，描述生动；字数、文
体不限；3、摄影作品要求主
题突出，兼具真实性和艺术
性，配文切题；组图（限4-8
幅）、单幅不限；每幅作品不
小于2MB，jpg格式；谢绝提
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片真
实内容的作品；4、来稿请注
明“征稿”字样，并注明作者
姓名、 家庭住址及联系方
式；5、评选结果将于2015年
9月5日前揭晓。

【征文奖品设置】 一等
奖：一名，奖励现金3000元，
五年免费的牙周护理；二等
奖：二名，奖励现金2000元，

三年免费的牙周护理；三等
奖：三名，奖励现金1000元，
一年免费的牙周护理；优胜
奖：十名，奖励现金500元，
一年免费的牙周护理。

【刊登方式】1、 来稿将
择优陆续刊登在三湘都市
报、华声在线、美奥口腔医
院官网、微信上，获奖作品
不再另计稿酬。2、本次活动
所发表的稿件会运用于医
院宣传。

【版权说明】 参与本次
活动的稿件版权归医院和
作者个人共同所有。

【联系方式】 来稿请发至
邮箱22334308@qq.com，咨询
电话：15573122225曹小姐

国内有关调查显示，55～64岁的老年
人，有36%的人臼齿（即大牙）全部脱落。
65-75岁的老年人， 有56%的人臼齿全部
掉完。当牙脱落一两颗时，并不会影响全
身健康， 但牙齿逐渐脱落剩下不到20颗
时， 就开始影响身体多个系统的功能。此
时，如果将脱落的牙齿及时修复好，口腔
中保持20颗以上有功能的牙齿，人的衰老
速度就会减慢下来， 有利于延长人的寿
命。这是因为人的牙齿少于20颗，食物得
不到充分咀嚼，影响消化功能，说话发音
会受到不良影响，对人的心理会产生负面
影响。另外，牙齿还是体内重要的平衡器
官，人的许多体力活动和注意力集中的脑
力劳动都需要牙齿咬合来配合。牙齿少于
20颗时，人的平衡机能受到影响，容易出
现活动失误、摔倒等现象。

世卫组织提出的“8020”计划,
即让每一位老人到了80岁还拥有
20颗完整的牙齿。据了解，我国80
岁老人含有20颗牙齿的人数不到
35%左右，建立这一标准的目的是：
通过延长牙齿的寿命来保证人的长
寿和提高生命质量。张大爷（化名）
今年76岁了，在美奥种了四颗牙后，
现在有了20颗完整的牙齿， 感觉吃
饭比以前香多了， 身边的老朋友都
羡慕他，说人也显得年轻了。

【活动】
8020种植牙公益援助行动

“8020” 种植牙公益援助
行动由三湘都市报和长沙美奥
口腔医院共同倡导发起， 通过
“8020” 百万援助基金公益活
动， 旨在帮助每个人在80岁时
能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 最终
为更多牙缺失患者实现重新长
出“再生”牙的梦想。

据了解，抗战老兵、抗美援
朝老兵、越战老兵、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 立过战功的战士
等国家功臣，通过“8020”种植
牙公益援助行动， 经相关部门
的审批可有条件获得免费种植
体， 并且湖南省牙缺失人群可
获得免费口腔CT， 种植牙人群
可获得800元的援助。 同时，活
动将在湖南14个市州进行爱牙
护牙健康知识宣传及普及，
10000颗种植牙的费用减免，
1000场缺牙知识健康讲座，100
名缺牙人群治疗费用全免。

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
“8020” 种植牙公益援助行动
还将陆续走访慰问抗战老兵，
为老兵们免费进行口腔检查。

“8020”种植牙公益援助行
动即将启动， 面向市民征集种
植牙疑难案例， 凡是湖南省内
缺牙人群拨打0731-89912222
预约报名就可获得免费口腔CT
及800元的援助。

【现象】
老年人口腔中应保持20颗牙

互动

种植牙疑难案例征集

征文

“我与种植牙的故事”美奥杯有奖征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