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山东省临沂市临港区金誉石化“6·5” 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最新消
息，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9名伤员已得到全力救治，生命体征稳定。5日1时
左右，位于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团林镇埃沟一村的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
司装卸区一液化气罐车在装卸作业时发生爆炸，引发着火。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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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龙山县绍和石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贾绍和 电话：15074320515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崀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
资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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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华，
电话 13923496298

遗失声明
岳阳安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区分局 2014年 8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
0600000060894, 遗 失 组 织 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56
17014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格色美容美发中
心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2 年 6 月 1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452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西海岸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7 年 2月 13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
30105395927467P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菲诗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于 2016 年 1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4396326110W，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来米互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议解
散，请各位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
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肖远清 15388035727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盛意电力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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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汉琴，
电话：15874016083。 遗失声明

永兴县太和乡春华淡水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遗失永兴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1023NA00014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宋劲松遗失沅江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 年 10 月 2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981600213936，声明作废。

◆肖芷柔（父亲：肖燕，母亲：
王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1992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益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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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民，电话 18874748288

遗失声明
陶老庄火锅店遗失江华县白芒
营镇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1 月
16 日换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129600135612，声明作废。

◆吴鸿鹭（父：吴志光，母：康彩
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性别：
女，出生时间 2011 年 7月 18 日
证号 L430148570，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亮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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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光，电话 13786091053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陈斌哥农庄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
1936000786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纵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年 6 月 1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信用代码 91
430122MA4L4Y81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伊盾门窗经营部遗
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年 7月 4 日核发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
03016000379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神洲橡胶有限公司遗失
茶陵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2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号码 43
02240000148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登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
304325637843D）遗失单位公
章（编号为 4303010109766）
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千捷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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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电话 17742555662

◆徐术尧不慎遗失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430
921000047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真正平林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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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群，电话 15173008667

注销公告
长沙哆瑞咪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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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13017187237

遗失声明
岳阳众业联邦市场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阳楼分局 2015 年 2 月 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600000053805;湖南省
岳阳市岳阳楼区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6 月 10 日和岳阳楼区国
家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均为:
4306026962352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三兴街大虾驾到
餐馆遗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5 份，发票代码 43001
64320，发票号码 16979080、
16979081、 16979239 、16979
240，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04871108。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杰诚污泥处理处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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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稳，电话 18163654755

◆许倩娅（父亲：许磊，母亲：栾
渌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9653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经开区风祥烟酒行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张，票号：
21968826，21968818，代码：
43001643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青春突围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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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宏涛，电话：18573117874

◆曾松清遗失土建施工员证件，
编号 1010113005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天元区山水湾酒店遗失已
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5 份，代码 4300161320，号码
01376795，代码 4300163320，号
码 05026956，05026986，已盖发
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阳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
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决议解散本
公司， 同日成立了清算组， 并于
2017年 4 月 2日在【岳阳日报】登
报公告。 为最终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全部合法权益， 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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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漠 联系电话：13327207353

2017 年 6 月 6日

◆刘银霞遗失安乡县安国用（20
10）1296号国土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杰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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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定，电话 15802558666

注销公告
湖南盈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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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电话 17773163966

注销公告
株洲南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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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宗义，电话 15073368440

注销公告
株洲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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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电话 15197348888

◆张红军 430922198204208166 遗
失 2009年职称英语卫生 B 级证作废

◆曾 凡胜 430923198110103538 遗
失 2010年职称英语综合 A 级证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大良小饺小吃店遗失由攸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223600219648，声明作废。

◆孙聪聪遗失学生证，证件编号：
130101110331，声明作废。

◆刘晋吾（父亲：刘剑，母亲：
杨金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6671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吉祥如意家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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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菊芳，电话 13507424152

◆李卓燃（父亲：李坤 ，母亲：
陈程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编
号：O 430957372，现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步行街邓勇谭木
匠梳子专卖店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06 年
9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1），注册号 430103600029680，
声明作废。

◆龙方云遗失残疾证,证号 4305
211962111654435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清算组。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13787306753
825085827@qq.com
清算组联系人：邹迪明
岳阳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
有限公司清算组

◆谢建金遗失再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号:4301050012001556，声明作废。

◆潘璐(父亲:潘先超，母亲:
邹晓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K430427856，声明作废。

◆邓细春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
证 ,证号 43042419750218313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信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57
0298507T）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张磊遗失报到证
201610542203562, 声明作废。

◆李道（父亲：李鹏，母亲：常
琴）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903371,声明作废。

◆李天恩(母亲:李元芳)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109808，声明作废。

◆卢籽言(父亲:卢威，母亲:邓
翠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42978，声明作废。

◆曹文骏（父亲： 曹汉平，母
亲：曹术）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0399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雅轩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隆回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524000022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永朋快运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云溪分局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603000005376，声明作废。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遗失声明
长沙艺新源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 3 张（前 2张遗失存
根联，后 1张遗失存根联和发票
联），发票代码 143001410128，
发票号码 04439352、04439354、
04439361，金额分别是-1元、
-59800元、400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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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学历、时间、方式不变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司司
长贾丽群在司法部5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司考的
报名学历条件、报名时间、报名
方式以及考试科目均不变。报名
学历条件仍为高等院校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
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
业知识，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
7月4日，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

据贾丽群介绍， 为解决好
中西部基层以及欠发达地区法
律人才不足问题， 今年司考继
续实施放宽条件政策， 在放宽
条件地区实行放宽报名学历条
件措施不变。“放宽条件地区范
围有所扩大。”贾丽群说，今年
将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林区的
37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纳入放
宽条件地方。 这37个县级区划
内的考生， 报考学历条件放宽
至法律专业专科毕业。

简化部分考生的报名手续

据介绍， 今年司考简化了
部分考生的报名手续，对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2018年应届本科毕
业生报名的，不再要求其提供所在
院校出具的格式证明信息，改由考
生本人对信息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对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成
绩已全部合格人员，不再要求其报
名时出具格式证明，也改为由考生
作出相应承诺。

此外，为便利港澳台考生报名
参加考试，今年的司考取消了要求
台湾考生使用户籍誊本或者户口
名簿复印件报名时提供公证的规
定，对香港、澳门考生报名时不再
要求提供身份证或身份证明复印
件的公证信息，改为由考生对本人
提交的身份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

贾丽群说， 今年司法部决定
在黑龙江大庆、江苏苏州、广西北
海、重庆北碚和宁夏石嘴山5个考
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 选择
在这5个考区报名考试的考生，前
三卷要采取“机考”的方式来参加
考试。她表示，目前正在制定完善
“机考” 试点工作组织实施方案，
并通过司法考试报名管理系统发
布“机考”模拟考试操作模块，让
考生尽快熟练操作使用“机考”系
统，确保“机考”和纸笔考试的效
果是一样的。 ■据新华社

国家司法考试9月举行“最后一考”
简化部分考生报名手续 5个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

贾丽群5日表示， 司法
部正在制定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在
非法学专业人员能否报考
的问题上，将充分考虑公众
和社会的预期。

“非法学的到底能不能
报考？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实
施办法。 我们会考虑到法律
职业队伍应有的特性和需
求， 也会考虑到目前法学教
育供给的能力是不是能够满
足这样的需求， 也会考虑到
报名者目前和过去各种各样
的学习经历。”贾丽群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的《关
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制度的意见》 规定，建
立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制度，将现行司法
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改
革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
加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科
学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链接

非法学专业能否报名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

今年是国家司法考试的最后一年，记者6月5日从司法部获悉，司
考“最后一考”将于今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即9月16日、17日举行。

记者5日获悉，文化部近期
加强游艺娱乐场所整治， 要求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机构开展专项行动，
严查游艺娱乐场所违规游戏游
艺设备， 依法严厉打击游艺娱
乐场所赌博行为。

文化部要求各地文化行政
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严格审查游戏游艺设备，严查未
经文化行政部门内容核查、宣扬

赌博的游戏游艺设备；加强执法检
查，依法取缔关停擅自从事游艺娱
乐经营活动的场所；联合公安机关
严查游艺娱乐场所赌博行为，游艺
娱乐场所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
赌博提供条件的，坚决依法吊销娱
乐经营许可证。截至目前，共出动
执法人员10万余人次，检查游艺娱
乐场所3.8万余家次，办结案件355
件，取缔关停76家，责令停业整顿
26家。 ■据新华社

文化部整治涉赌游艺娱乐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