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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1日讯 从20岁
未过门开始，便悉心照顾瘫痪在
床的婆婆，35年来，唐爱民毫无
怨言。她的事迹在衡阳市西湖一
村无人不知。她是被社区邻里称
赞为“衡阳好媳妇”的唐爱民。

没过门就照顾瘫痪婆婆
至今已有35年

每天6点起床烧水、 做早
餐、用熬好的姜盐水给婆婆泡
脚、擦拭身体、按摩、调好音
乐、中午买菜做饭……“这些
事都做习惯了，每天给她擦身
子，这样身体干爽了就不会长
痱子了。”记者见到唐爱民时，
她正在为婆婆擦拭身体。

“姜盐水防止皮肤溃烂，药
酒活血通筋的。”面对记者问到
几十年如一日重复这些事情是
否会烦会累时， 唐爱民笑道：
“我不累，将心比心就不烦。”

1984年，唐爱民正在与龙
秋林谈恋爱，然而龙秋林的母
亲蒋桂香却突发脑梗住进医

院。面对龙秋林一家的焦虑，当
时的唐爱民不顾“没过门的媳
妇就住到男方家去照顾病人”
的非议， 放弃自己心爱的工
作，申请调到医院附近的商场
上班，“那时候上班两班倒，下
班后就到医院照顾老人，医
院、单位、家里三头跑，确实忙
得脚不沾地。”唐爱民回忆。

两年后， 蒋桂香出院。刚
刚完婚不久的唐爱民有了身
孕。尽管自己身体不适，白天
还要上班，她依然承担着家庭
的琐事并尽心尽力照顾婆婆。
期间，婆婆多次病危，医院不
接收，她却不肯放弃，每次都
耐心说服医生，积极配合医生
把婆婆从死亡线上救过来。

婆婆半身瘫痪，难免会有
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她们家
是没有异味的。” 多次造访唐
爱民家里的好友颜素辉告诉
记者，“有时候我去她家看望
老人时， 老人身上很清爽，可
以看出唐爱民对婆婆的照顾
真是无微不至，是用了心的。”

“孝心有起点，没有终点”
“好媳妇”成好榜样

除了照顾好老人的日常

生活，唐爱民不忘给婆婆丰富
精神世界。 在婆婆身体尚好
时，家住四楼的唐爱民便一层
一层将其背下楼与其他老人
打牌娱乐。后来婆婆身体不便
再下床时，她便自己抽空陪婆
婆玩牌。她有事外出，就教婆
婆一个人打牌的玩法。每当她
从外归来时，婆婆总会高兴得
像孩子似的向爱民汇报她一
个人玩牌的成果。

除婆婆蒋桂香外，唐爱民
还侍奉着同样被病痛折磨的
父亲和丈夫的舅舅。30多年
来，她没有一天轻松过。为照
顾好老人们， 她没出过远门，
好几次亲朋好友邀请她旅游，
她都婉言谢绝。

提起55岁的唐爱民，曾经
的同事李时珍伸出大拇指：“她
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事， 做媳
妇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好了。原
来我与婆婆关系不太融洽，后
来我按照唐爱民的方法照顾
婆婆，现在婆媳关系很好。”

“对于她来说， 孝心有起
点，没有终点。”西湖一村社区
党总支书记欧阳小玲告诉记
者，很多村民都被唐爱民的孝
心打动，都以她为榜样。

■记者 张浩

本报1月31日讯 今日上午8点50
分，在左家塘北公交站，一辆138路公交
停靠后，年轻的司机小伙在后门稳稳背
起一名女乘客，一路小跑着将她送进了
左家塘社区卫生院。 这道急切的背影，
成了这个冬日大家眼里最美的风景。

上午8点40分， 彭德龙驾驶着
138路公交车行驶在赤岗冲附近，被
告知后排有一个女孩肚子疼得厉害，
需要送去医院。 彭德龙熟悉路线，几
个站后，就是左家塘北，那里就有一家
社区医院。行驶到左家塘北公交站后，
彭德龙将车稳稳停在站台的最前端，

立即走到后排查看乘客情况。 一看女
乘客已经瘫倒在座位上，满头是汗，脸
色苍白， 彭德龙立即对乘客表示要送
她去医院， 请大家等一下， 乘客都同
意。彭德龙一把将女孩背起，快速穿过
马路，跑到几十米开外的社区卫生院，
跟医生交代好后又匆匆返回， 整个过
程仅花费了3分钟。中午时分，彭德龙
接到晕倒女子同事的感谢电话， 称女
子已经好多了。

记者从该路公交负责人处了解
到，90后的彭德龙平时就喜欢乐于助
人，帮助过不少乘客。 ■记者 石芳宇

35年！照顾瘫痪婆婆，她从未出远门
“衡阳好媳妇”唐爱民：孝心有起点，没有终点

90后公交司机背乘客送医
“我背你 ”成冬日最美风景

◆纪慧婷遗失湖南崇民律师事
务所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
301201511586616，证书流水号：
104943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湘北魔芋专业合作社遗失
慈利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23 日核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082156
7661731Y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告知书
田杨俊、欧阳军、王绍敏、何泱、
谭少江、周磊、徐科，因湖南省
高速公路系统改制转型。 原参
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试点的人
员整体转入企业养老保险，按
上级要求须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缴费数据、缴费身
份核定和补缴费用的确认核对
工作， 并在规定的时间将个人
部分补缴费用汇款到我单位财
务指定账户， 湘西管理处已多
次通过书面、短信、及打电话的
方式与你们联系， 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你们没有按统
一要求完成此项工作， 由此带
来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行承
担。 特此告知！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
司湘西管理处

2019 年 1月 30日

注销公告
湖南千斯仓供应链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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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其敏，电话 13467424722

遗失声明
平江县蓝韵商贸经营部遗失平
江县工商局 2017年 8月 29 日核
发的代码 92430626MA4M2CH06P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黄昱伦（父亲：黄磊，母亲：易英
姿)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5990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旺麒养殖专业合作社遗
失临湘市工商局 2014 年 7 月 18
日核发注册号 430682NA000
165X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富杨工贸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胡孟兰，电话 13873038650

注销公告
岳阳市建能工贸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胡安平，电话 13786002198

清算公告
衡阳市明江泵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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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忠，电话：13907478127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姜东虎餐厅（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02MA
4LRRER45）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益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39
6193792C)遗失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4 份，发票代码：0000
0000143001410128，发票号码：
11262151，11262152，11262154，
11262155，声明作废。

◆徐达遗失当代滨江MOMA11栋
1923房购房票据（票号 0002243，00
02242，00024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华夏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
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湖南湘潭），备案登记表
编号 00754376，进出口企业代
码:43007431529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优函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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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露,电话：18673226922

注销公告
长沙菩萨蛮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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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雅莉，电话:15874973688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乡市潭市镇喜洋洋
幼儿园不慎遗失中国银行湘
乡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32000482701，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芃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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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格，电话 15574819464

遗失声明
湖南汉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先导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343420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晔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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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荣娟，电话 13117515158

蓝烟处理[2018]第 71号
2018 年 11 月 4 日 9 时 10

分，接群众举报，我局烟草专卖
行政执法人员联合二广高速交
警，于当日 12 时 50 分，在二广
高速南风坳收费站拦截一辆从
湖南省永州市开往广东省广州
市的白色大型普通客车，车牌号
为“湘 M12148”。 执法人员当场
在车厢内依法查获双喜（软）300
条、白沙（硬新精品二代）200 条、
黄山（新一品）40 条、羊城（软红）
60 条、芙蓉王（硬细支）94 条、芙
蓉（软红）25 条、双喜（软珍品好
日子）13 条、中华（硬）50 条、南
京（红）25 条、七匹狼（软灰）24
条、利群（新版）35 条、雄狮（薄
荷）5 条、南京（炫赫门）25 条、南
京（十二钗烤烟）10 条、钻石（细
支荷花）25 条、 贵烟（跨越）21
条、黄鹤楼（天下名楼）59 条，共
17 个品牌 20.22 万支（1011 条）
卷烟。 因司机秦海佑无法提供该
批卷烟的准运证，涉嫌无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且
客车内无人认领该批卷烟。 经局
领导批准， 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依
法对该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经查，车辆驾驶员秦海佑为
湖南省高速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永州分公司的一名客车司机。 在
该车上查获的卷烟由一个身高
一米七、方脸、肤白、50 岁左右、
永州口音的男子用带篷子的三
轮车运至公龙岭附近的马路边
装车，运至狮岭。 双方约定运费
170 元，到付，凭电话号码取货。
案发后司机秦海佑将记有接货
人电话的单子丢弃，托运人与接

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理决定书

货人的联系方式均无法查清。 被
查获前， 司机秦海佑对承运卷烟
一事不知情。

2018 年 11 月 4 日， 我局依
法对涉案卷烟抽样送检， 经湖南
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送检
卷烟均为真品卷烟。 经涉案卷烟
价格管理小组核定， 涉案烟草专
卖品价值为 140400.00元。

由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当
事人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我
局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将该案
移送蓝山县公安局进行立案调
查。 蓝山县公安局当日认定该案
不符合立案条件， 遂将案件移回
我局作行政处罚。 由于无人认领
该批卷烟， 我局于 2018年 11 月
15 日在蓝山县烟草专卖局公示
栏发布《公告》，并联合公安机关
多次寻找货主，未果，现公告规定
的期限已过， 仍无人到案接受调
查处理。

以上违法事实有现场检查勘
验笔录 1份、照片 3张、证据先行
登记保存通知书 1 份（蓝烟存通
字[2018]第 71 号）、司机秦海佑
的询问笔录 1 份、 涉案车辆行驶
证复印件 1份、 司机秦海佑驾驶
证复印件 1份、 卷烟鉴别检验报
告 3 份（湘烟鉴检 20181190
7、湘烟鉴检 201811906、湘烟鉴
检 201811905）、《公告》1 份等证
据为证。

综上所述，根据《湖南省烟草
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八条之规定， 对涉案卷烟作
出以下处理决定：

对上述涉案真品卷烟按无主
财产进行处理， 依法采取变卖措
施，变卖款上缴国库。

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2019年 1月 22日

蓝烟处理[2018]第 69号
2018 年 11 月 1 日 05 时 30

分，接群众举报，我局烟草专卖行
政执法人员联合二广高速交警，
于当日 7时整， 在蓝山县二广高
速南风坳检查站拦截一辆从广东
深圳开往湖南邵阳的白色大型普
通客车，车牌号为“湘 E98261”。
在车辆行李厢内查获云烟 (紫)
260 条 、DOUBLE HAPPINESS
软包红双喜 200 条，天香（中国关
税未付）25 条，GALAXY(PUSE
BEYOND)20条、ESSE(CHANG
E)20 条、红金龙(硬 96 金出口)20
条，共计 6个品牌 445 条卷烟。经
查， 该批卷烟在深圳汽车站发车
时候便已装在车辆行李厢内，车
站负责人接的货， 司机刘海欧不
知道货主及该批卷烟的情况，且
对承运卷烟一事不知情。 因司机
刘海欧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准运
证， 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
输烟草专卖品， 且现场无人认领
该批卷烟，经局领导批准，我局行
政执法人员依法对该批卷烟予以
先行登记保存。

2018 年 11 月 1 日，我局依
法对涉案卷烟抽样送检， 经湖南
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云
烟 (紫 )、 红双喜 （软）、ESSE
(CHANGE)、红金龙(硬 96 金出
口)为真品卷烟，天香（中国关税
未付）、GALAXY(PUSE BEYO
ND)未出具鉴定结论。 经涉案卷
烟价格管理小组核定， 涉案烟草
专卖品价值为 51357.45元。

由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当
事人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我
局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将该案
移送蓝山县公安局进行立案调
查,并报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备案。
蓝山县公安局当日认定该案不符
合立案条件， 遂将案件移回我局
作行政处罚。 由于无人认领该批
卷烟，我局于 2018 年 11月 16日
在蓝山县烟草专卖局公示栏发布
《公告》， 并联合公安机关多次寻
找货主，未果，现公告规定的期限
已过，仍无人到案接受调查处理。

以上违法事实，有现场检查
勘验笔录 1份、照片 6张、先行登
记保存通知书 1 份（蓝烟存通字
[2018]第 69 号）、司机刘海欧询
问笔录 1 份、《卷烟鉴别检验报
告》1 份（湘烟鉴检 201811794）、
《公告》1份等证据佐证。

综上所述，根据《湖南省烟草
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八条之规定， 将查获卷烟按
无主财产处理：1、 对涉案真品卷
烟：云烟（紫）采取变卖措施，变卖
款上缴国库；2、将涉案走私卷烟：
DOUBLE HAPPINESS 软包红
双喜、 天香（中国关税未付）、
GALAXY(PUSE BEYOND)、ES
SE(CHANGE)、红金龙(硬 96 金
出口)公开销毁。

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2019年 1月 22日

蓝山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理决定书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中拍协官网
（paimai.caa123.org.cn） 举行
废旧设备拍卖会(音响，电脑等
办公设备)，有意者在中拍网注
册报名.10 点在本公司拍卖厅
举行废旧设备 (餐饮类） 拍卖
会， 有意竞买者请于 2 月 18
日 17 点前来本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看货地址及电话： 长沙
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89 号
13637489978 苗先生。 看货时
间： 即日起至 2 月 18 日 17
点。竞买保证金 1 万元付至:湖
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银
行五里牌支行，596359060565
（请备注联系电话）。
咨询电话：18975182119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中央关于清理地方政府隐
形债务的要求，湖南城陵矶临
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50000 万元）拟吸收合并
湖南城陵矶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湖南
城陵矶临港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湖南
城陵矶兴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岳阳
滨江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岳阳
港升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岳阳港达物流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岳阳港通物流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等七家公司
（以上拟吸收合并的七家公司
下文分别简称为置业、水务、
兴港 、滨江、港升 、港达 、港
通），合并后存续的湖南城陵
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
后存续的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承继。 请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可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湖南城陵矶临港新区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联系人： 张涯
联系电话：07308422886
置业、水务、兴港、滨江、港升、港
达、港通七家公司
联系人： 钟纯青
联系电话：0730-8422168

2019 年 1 月 30日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每行按最多不超过 13个 6号字计）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遗失声明
安乡县和胜棉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21MA
4PQTCE9P）遗失现金支票 40
20431505775585、40204315057
75586、4020431505775588、402
0431505775589，声明作废。

◆彭青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222013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兆锦餐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8 年 1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4MA4PD06R7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化县曹家镇百兴村村民委
员会 (注册号 4313000105621)
遗失印鉴卡一张， 印签卡号：
12004165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镇陈西汽配商行遗
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发票
代码：143001310338，号码：
00988321，00988328-009
88331，声明作废。

31日上午8点50分，138路公
交车司机彭德龙在左家塘北站背着
女乘客送到附近的社区卫生院。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