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31日讯 8月30日， 邵阳
市“2016-雷霆行动”反恐实战演练拉
开帷幕。 公安、 武警、 消防等单位共
500余人组成8个方阵，30余辆装备车
辆参加演练。

今年来，邵阳市出台了《邵阳市中
心城区处置暴恐事件工作预案》， 健全
了“扁平指挥、快速反应、职能清晰、决
策科学、处置高效”的反恐工作机制，并
组织开展多轮反恐技能培训，反恐怖工
作取得新突破。为进一步提高该市公安
机关，武警和消防官兵的反恐处突快速
反应能力，提高部门、警种之间的联动
协同作战水平，震慑暴力恐怖等违法犯
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邵阳
市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联合开展了
此次反恐实战演练活动。

此次演练以反恐实战为牵引，着
眼当前主要恐怖袭击手段的发展变
化，结合全市反恐工作实际，针对刀斧
砍杀、驾车冲撞、爆炸、劫持人质等暴
恐活动预设情景， 从实战角度出发进
行合成演练。 整个演练活动充分展现
出邵阳市公安民警、 武警消防官兵高
昂的斗志、严明的纪律、精湛的技能，
体现了全市公安机关处置各种突发
恐怖事件的临场指挥决策和现场实战
处置能力。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实习记者 尹建国 通讯员 潘帅成

邵阳开展“2016-雷霆
行动”反恐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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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021240
07)1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彤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1 月 22 日核发的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0558050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城区嘉禾主题餐厅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1份识别号：4330011
9720629762202 发 票 NO：0377
8137 金额为：31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环境保护成套开发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银行征信中心 2012年 5 月 21
日颁发的机构信用机构代码证
代 码 G1043011101799800Z, 遗
失长沙银行汇丰支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 号 ：J55100179980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路宝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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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羿 电话:13308400450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麻嫂美食店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16
1320号码 031757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向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已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2
份 ,发票代码 :4300143130，发
票号码 :00203948，发票金额
1.275 万元，以及发票号：002
03950-0020397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铎山镇花桥李府酒店
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1 月 15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381600000531 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柴香渔餐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5 年 6月 3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04600431
6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厚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汪伟，
联系电话：18684679886

注销公告
湖南春陵江亿恒达陶业销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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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柏贵 13786590689

遗失声明
长沙长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红岩牌车辆合格证，公告车
型：CQ4255HXG334，底盘号：
FD305371，发动机号：15T00
1194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先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贺志江
联系电话：15873168528

遗失声明
平江县金色阳光娱乐会所遗失
平江县地税局 2010 年 11 月 5 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证号：
430626196910260068，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博昂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
司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思博 15576661166

注销公告
弘坚琳达长沙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之
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贺浪，
联系电话：15874903304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镇日舟饭店不慎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
15年 9月 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及副本，注册号为 430121
600046215，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象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4301000136432）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立德社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 2016 年 8 月 17 日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
8983902，和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43010402898390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森汇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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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福胜，电话：18684567829

注销公告
湖南白生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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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电话：18627581619

注销公告
长沙金舆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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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王金连 电话 18874148068

遗失声明
长沙翊琪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GH131徐波、
湘 AGH921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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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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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9月 1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中水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郴
州分公司经股东会议表决解散，
即日停止一切经营活动、请各
位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施航凯 13809538566

招标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生活艺术城小区
防水维修工程公开招标。
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
二段 103号 电话:18673169788遗失声明

本人皮喃希，不慎遗失安全员
证书（编号：43152020003673）
和资料员证书（编号：431511
4000169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元升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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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联系电话 18711156737

遗失声明
长沙丹迪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已
填开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代码：4300162320，票号：00
4709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索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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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芳，电话：1538758735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四喜堂餐馆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码 4300
161320号码 003959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原公章已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梦洁家居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分局
于 2014年 3月 2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
1220000504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望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易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王丕芳)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五指化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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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熊国，
电话：13873158773。

便民搬家

招商、理财咨询

◆做各类企业，个人投资项目
◆雄资直投，息低，手续简便
◆投资房产矿山水电站农牧林
养殖种植 IT 项目在建工程等
均可。 成功收费。 诚聘商务代表

好项目 大资金

028-86669005
时代
通融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高薪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18256059839 樊经理
邮箱 18256059839@163.com

安徽豪润投资

公告声明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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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高价收购
五一文创智法人股票
联系人：钟生15111192293

注销公告
湖南元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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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联系电话 18711156737

■记者 李永亮
见习记者 杨洁规

熟悉晏贤朋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 但最近他
却开心不起来。 为了改变贫穷
落后的面貌， 他和10余名村民
承包了58亩葡萄园。 今年原本
是丰收，可由于销售渠道受限，
眼看再过一个多星期，3.5万斤
葡萄就要落果烂在地里。8月31
日上午，他作出一个重大决定：
与其烂掉， 不如请大家来免费
吃掉算了。

带领村民致富
承包优质葡萄园

晏贤朋是株洲县松西子社
区一个村民小组的组长， 虽已
68岁高龄， 但因办事为人公道
仗义，很有威望。

今年初， 为了致富脱贫，
他召集12户村民筹集40余万
元，向一家农业公司承包了58
亩葡萄园。“我们使用的是纯
绿色种植方式，全部使用猪粪
等天然肥料， 没打一点膨化
剂。”为了种出最好的葡萄，晏
贤朋和村民费心费力，炎夏时
节即便大棚里的温度高达
50℃，他们也轮流在简易的凉

床上值守。
大家的付出终于获得回

报。今年夏天，葡萄园喜获丰
收， 估算产量达5万多斤，明
显高于往年。 与市面上常见
葡萄相比， 晏贤朋葡萄园的
葡萄果甜、粒大、品质高。

一再降价
3.5万斤葡萄依然难销

按惯例，葡萄每年7月中
旬采摘， 至8月下旬结束。31
日上午，记者在株洲县松西子
社区走访发现，周边的一些葡
萄园早就采摘完毕， 关门休
整。然而，晏贤朋和村民们还
在葡萄园里忙个不停。“不仅
要修剪枝叶、 浇灌和施肥，现
在还要挑拣烂掉的葡萄。”

因为经验不足， 没有销
售渠道， 至今晏贤朋的葡萄
园只卖出1万多斤葡萄，还剩
3.5万斤在树上愁销。“大概也
就是10天左右， 这些葡萄再
不采摘就要烂掉。”望着一株
已大部分烂果的葡萄树，晏
贤朋心情低落。

葡萄园里共有夏黑、红
宝石、青提三个品种的葡萄，
株洲区域同类产品价格在每
斤20元左右。为了促销，晏贤

达已将价格降到每斤8至12元，
但依然难销。

“与其烂在地里
不如请大家来免费吃”

“每天要挑拣出三四桶发
蔫和烂掉的葡萄， 一扔就是上
百斤，损失好几千块钱，我们实
在是没办法了。”31日上午，晏
贤朋突然作出一个意外的决
定，“与其烂在地里， 不如欢迎
大家来免费吃掉算了。” 他说，
葡萄是自己和村民好不容易培
育成熟的，就这样烂在地里，真

的不忍心。 他希望广大市民能
在一周内到葡萄园免费品尝葡
萄，别让村民的心血白白浪费。

有村民告诉记者， 见葡萄
滞销，有村民担心亏本，于是退
出承包，由此晏贤朋已欠下9万
元的债务。

老农带领村民主动致富，
怎能流汗又流泪。 记者希望广
大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帮晏贤
朋和村民渡过难关， 不仅到葡
萄园品尝、采摘葡萄，还尽可能
地选购葡萄， 解决葡萄滞销的
难题。晏贤朋葡萄园的地址是，
株洲县渌口镇松西子社区神龙
庙对面开心农场葡萄园。

“甜蜜”的烦恼：3.5万斤葡萄无人问津，68岁老晏忧心忡忡

“与其烂掉，干脆请大家来吃掉！”

眼看3.5万斤葡萄将落果，68岁的晏贤朋忧心忡忡。 李永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