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

2017.5.12��星期五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迎 校对 曾迎春A06 要闻·民生

对话 本报 5月 11日讯 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环保局了解
到， 5月9日12时至5月10日
12时，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
湖南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54件（第十六批）， 截至5月
10日12时， 中央第六环保督
察组向湖南转办群众信访举
报件累计为1916件。

当天交办的信访件中，按
地区分布为:湖南省4件、长沙
市65件、株洲市12件、湘潭市

4件、衡阳市15件、岳阳市16
件、益阳市4件、常德市8件、邵
阳市4件、郴州市7件、娄底市6
件、永州市4件、张家界市5件。

按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
染29件、噪声污染23件、生态
破坏污染13件、餐饮油烟污染
17件、垃圾污染6件、畜禽养殖
污染18件、水污染33件、固废
污染2件、 重金属污染3件、扬
尘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

■记者 和婷婷

本报5月11日讯 母亲节
将至， 职场妈妈在工作生活中
状态如何？今天，智联招聘发布
2017年长沙地区职场妈妈状态
调查报告， 分别从生育意愿、职
业发展影响、职场妈妈福利情况
等方面调查，发现近六成已有一
孩的职场妈妈不想生二孩。

此次调查共回收708份有
效问卷， 其中已生育两个或以
上孩子的受访女性仅占8.1%，
育有一个孩子的女性46.7%，一
半以上女性暂未生育。 尚未生
育的职场女性中， 暂时不想生
育的女性占比38.86%， 有意愿
生育的比例超过六成。同时，在
对已育有一个孩子的女性调查
中发现，58.9%不想生育二胎，
24.6%没有考虑过，仅16.5%的

女性希望生二胎。
二孩政策现已全面放开，

为什么有近六成妈妈不愿意生
二孩呢？

报告显示， 职场女性认为
生育之后的职场待遇发生较大
变化， 仅有6.4%的女性认为生
育后薪酬有所上升， 三成认为
薪酬水平会下降， 另外六成职
场女性认为薪酬待遇、 岗位没
有变化。

调查显示，29.6%的受访长
沙女性白领表示， 所在单位没
有提供任何哺乳期福利措施，
选择较多的福利则是每天一小
时的哺乳假、不以任何形式解除
劳动合同、不安排出差、不加班、
不上夜班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莹 实习生 娄娜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日升电器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3年 6月 1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4223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农村特色产业扶贫开发
协会遗失吉首市民政局 2013 年
8 月 16 日核发的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正本，注册号:吉社证
字第 01001 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导游俱乐部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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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国，电话 1478640200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大王家巷 16 号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08 年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105600134
913，声明作废。

◆易宁遗失本人桂林航天工业高
等专科学校 94 级财务会计专业毕
业证，编号 00387644，声明作废。

◆易家安（父亲：易礼仁，母亲：
陆春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6484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天讯通讯行（账号 800125
56110201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223MA4LGU2N36） 遗
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鸿泰心脑血管（专科）医院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建设银
行新田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6590001661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博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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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文，电话 13762385318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靖港广播电视宽
带网络站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站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任琦理，电话 13874915033

遗失声明
长沙良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份，代码：4300162160，号码：
002518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星恒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为：G10430103
01359130J） 遗失公司行政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喻秀
珍）各一枚；遗失工商银行长
沙东塘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3591303，编号为 5510-
00951797，声明作废。

◆朱艺欣（父亲朱亚军，母
亲高跃连）宁乡县中医院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证编
号：K430427705，声明作废。

◆黄坚、谢玉香（身份证号 46002
3197307116051、43042219801
2099244）遗失玫瑰园社区 6 号栋
304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
轨（141）湘地现 05430132，20
16 年 3 月 16 日开具)第四联，缴
纳契税 9790.8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佳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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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波，电话 13755099613

注销公告
长沙二七三云拓企业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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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纯，电话 15197166666

遗失声明
申文强不慎遗失机械员证，编
号 118071400766和安全员及
安全员 C 证湘建安 C2（2014）
150003884，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飞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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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寿，电话 13874835836

注销公告
长沙阳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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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电话：13975164527

遗失声明
湘潭市泰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向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家税务局申领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4300163130，
发票编号：03436773，声明作废。

◆朱迎庆遗失湖南商学院北津
学院三方协议，编号 117126510
0211，声明作废。

◆彭忆兰，株洲机械电子工业学
校中专毕业证书（编号 200012
3693）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元
气美少女美容馆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2016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为 430193600104331，声明作废。

◆杨江兵遗失二代身份证和
北京社保卡，身份证号：431129
1984072822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创诚农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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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闯，电话 13507425477

遗失声明
个体户陈强松遗失郴州市苏仙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0006002514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亿华电动车辆制造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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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术春 13347310198

注销公告
桑植县鸿曙薯类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会议决议，决定
注销本合作社，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
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皮亚林，电话 13517446982

遗失声明
湖南旺得福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1M
A4L6AFD5F，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华粮储运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万晓明，电话 0730-3117782

注销公告
湖南省岳阳城陵矶粮油发展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万晓明，电话 0730-3117782

注销公告
湖南岳阳城陵矶米业购销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万晓明，电话 0730-3117782

遗失声明
衡阳市石鼓区释余布艺经营部
遗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
鼓分局 2015 年 11 月 17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407600157900 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州泰元房地产开房有限公司
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141201。《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许可证编
号：1412011 号，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欧开液压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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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君，电话 15874808548

注销公告
湖南八点十五动漫设计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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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石，电话 13574877654

注销公告
湖南淘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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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峰，电话 13874949883

◆龙彬于 2015 年遗失身份证，号
码 4301211996021836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晶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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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电话 13762381971

注销公告
株洲县紫虅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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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述华，电话：13332531880

遗失声明
芷江瑞康塑筐厂遗失芷江侗族
自治县工商行政管局 2016 年
8 月 3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122860013712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湘天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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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李刚，电话 15855150591

◆王城星（父亲：王井，母亲：
邓苏怡）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103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思维树文化创意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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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彬，电话 13507319197

注销公告
长沙县星沙永长货运配载服务
部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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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国平，电话 18670749520

◆周灿坤（父亲：周冬青，母亲：
唐宁宁）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80128,声明作废。

◆段峰遗失湖南中投地产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6 日开具的 10#、
11#2204 室首付款收据 , 收据号
02303858,金额 571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琳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2
MA4LL5P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欧迪莉娅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9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00
0263200；遗失国 、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3940
6417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擎天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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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广，电话 15292283355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遗失声明
长沙碧鑫源饮用水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8月 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100098225995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三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55
30143141）丢失财务章、行政
章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袁军遗失岳阳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3 年 7 月 2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21600214410，声明作废。

◆罗海心遗失会计证，证号：
43012119780312492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纽德环卫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刘涌 13907313315

注销公告
湖南银慈饰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魏忠杰 电话：13605875875

注销公告
长沙国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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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国薇,电话：13975164527

调查：近六成职场女性不愿生二孩
29.6%受访长沙女性表示:望保证哺乳期福利

“产假一结束， 我就上班
了， 之所以如此选择最重要的
还是经济原因，要是不上班，全
家要少一半收入。”家住长沙市
雨花区的杨女士在一家国有企
业上班， 她说自己也不想错过
孩子的成长， 而且自己带孩子
也可以让父母轻松些， 但单位
待遇不错， 她想减轻下家庭经
济压力。

同样是职场妈妈的赵女士
直呼自己是“时间困难户”，时间
完全不够支配。 上班前叮嘱老人
照顾孩子的具体事项， 下班回家
后还得做饭， 给孩子洗澡、 读故
事。“等儿子睡着后，还得给他准
备第二天的辅食， 收拾玩具。”赵
女士说， 等忙完这些才可以去洗
漱。赵女士说，妈妈这个职业没
有假期，“累并快乐着吧”。

职场妈妈是“时间困难户”

拆除非法水泥
搅拌站

5月11日，在接到中央环
保督察组的交办件后，溆浦县
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赶往低庄
镇月塘村，拆除无证、无环评
手续的非法水泥搅拌站。

曾伟 摄影报道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湖南
转办1916个群众信访举报件

本报5月11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省检察院召开“守护绿水青
山， 湖南检察在行动” 新闻发布
会， 就全省检察机关围绕生态环
境资源保护所做工作进行总结部
署。2014至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517件697人， 提起公诉 1916件
3020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龙海 匡凌野

省检察院发挥检察职能
守护绿水青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