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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24日7点
半左右， 在湖南常德汉寿军山
铺开往长沙方向高速路上两辆
货车相撞，4人被困。事发后，常
德、 益阳两地消防部门火速赶
到现场进行处置救援。

常德汉寿消防救援大队
参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
现是一辆运送鲜鱼的大货车

与另一辆货车发生严重碰撞，
车头挤压变形，两台车辆均发
生侧翻。 随后益阳支队资阳中
队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 两队
紧急制订了救援方案。

“路面上全是活鱼乱跳，
而驾驶室里还有 2人躺着呻
吟， 鲜血直流。” 救援人员介
绍，两辆事故车辆占据了高速

车道， 货车零部件散落一地，
高速交警对该路段进行了交通
管制。

经过 约 40 分 钟 紧 张 救
援，成功将被困于副驾驶位
置的伤员救出并送至 120急
救车上。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陈自德陈灿实习生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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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今天上午8
点多，开福交警四中队巡逻民警殷
志建在留芳岭巷进行违停抄牌时，
发现一台号牌为湘M11420的小车
在路边违停， 而当他输入车牌时，
发现系统无法查询到该车牌信息。

殷志建仔细检查发现，这台车
车牌比正常车牌厚，且车牌被金属
夹固定，湘M11420的车牌下竟然
还有另一副车牌。

不久后，该车驾驶员蒋某来到
现场，在民警的追问下，他承认车

子是自己从永州开来长沙，假车牌
也是自己安装上去的，想逃避电子
警察抓拍 。 该车 原车 牌 为湘
MQ4589。

殷志建介绍， 由于蒋某涉嫌
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将面临驾驶
证扣12分、罚款3500元的处罚。查
不出信息的湘M11420号牌交警
部门将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确定
该号牌是假牌， 蒋某还将面临15
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本报6月25日讯 在湖北买了
出租车开到长沙，为了躲避监控抓
拍，司机“入乡随俗”，用“魔术贴”
把“鄂A” 开头的车辆号牌改成了
“湘A”， 还把车牌后五位中的字母
改成了数字8，司机郑某没想到，他
“改造”后，五位全是数字的号牌成
功引起了长沙雨花区交警的注意，
将其查获……今天， 雨花区交警
通报该案，郑某除面临罚款、记分
外，还将面临15日以下拘留。

6月23日晚11点半，雨花区交
警大队三中队民警在洞井路劳动
路口开展酒驾整治时， 一辆车牌
为湘A88802的蓝色出租车引起
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对这辆车进行检查时发
现这台车尾部没有悬挂号牌，而前
方号牌轻轻一揭，一个“8”字魔术
贴就被揭下， 而不仅数字有魔术
贴，连“湘”字都是魔术贴贴上去
的， 连续揭开三个魔术贴才显示
出原牌照：鄂A8RE02。

眼见瞒不住了，郑某才交代自
己在湖北买了这台车，属于出租转
非车辆， 他为了躲避电子抓拍，所
以动起了变造号牌的歪脑筋。

因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
号牌，郑某将面临罚款3500元，驾
驶证记12分以及15日以下行政拘
留的处罚。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宋星雨

真车牌上挂假车牌，被巡逻民警查获
高速路上货车相撞侧翻4人被困
常德、益阳两地消防联手解救伤者

6月24日下午3
点23分，郴州市北湖
区一小区楼道内，一
台违规充电的电动车
突然起火引发爆炸，
当地消防迅速将明火
扑灭。 图为起火后的
现场。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何鸽波 摄影
报道

住房出租
左家塘高档小区华天望族苑
内一房一厅出租， 装修设施
全，可停车。 13875895159（张）

遗失声明
蓝山县果鲜优水果店遗失蓝山
县工商局 2017 年 6 月 26 日核
发代码 92431127MA4LU1C574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黄子毅（父亲：黄超，母亲：
李群分）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 N430305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郭湘）及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壹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4 年 10 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02000240084，声明作废。

◆刘天懿（父亲：刘辉，母亲：谢
凌云）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043001231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衡邵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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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革，电话 13873452888

注销公告
蓝山县生德门业制品厂(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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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石生
电话 13574608230

◆陈嘉敏(父亲：陈冬保，母亲：
魏兴)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K4311231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品意字画商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2 年 3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4600252585，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岳阳恒力电力电杆加工有
限责任公司与岳阳永立水泥制
品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岳阳恒
力电力电杆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岳阳永立水泥制品有限公
司;岳阳永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解散注销，岳阳恒力电力电杆加
工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岳阳永立
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岳阳恒力电力电杆加工有限
责任公司承继。为保护合并各方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合并各
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岳阳恒力电力电杆加工有限
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唐丽红 13907305074
岳阳永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郑项玉 18873013069

注销公告
慈利县皇启满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许云群，电话 15974433178

减资公告
隆回县东鑫新能源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
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
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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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担保。
联系人：罗东 18073905803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92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唐萍名下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佑母塘路 799 号钰龙天下佳
园 1栋 2701房、编号为：长国用
（2014）第 019861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盈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112 MA4L
K44N 7Y)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和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侯传峰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810536300292，声明作废。

公 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长沙县

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对湖
南省长沙县黄兴镇韵达快运进
行检查，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中华（硬）、中华（软） 等 2
个品种共计 150 条（快递单号：
583777021），我局依法予以先行
登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号码：0003903）。

2019 年 6 月 14 日，长沙县
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湖
南省长沙县榔梨街道弘广物流
园 8 栋 801-803 进行检查，查获
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包括芙蓉王
（硬）、白沙（精品）2 个品种共计
1492 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
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
码：0003789）。

2019 年 6 月 20 日，长沙县
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湖
南省黄兴镇韵达快运进行检查，
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
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南京
（炫赫门）1 个品种共计 140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先
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号码：0003908）。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31-84010742）
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接受调
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烟
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对涉案烟
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湖南省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2019 年 6 月 25日

◆张佳驰（父亲：张双凌，母亲：肖
细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F4302384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弗茜皮具商行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3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4600315402，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华夏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信用代码：914301117121
931541，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简称甲）与衡阳天祥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30482MA4L6E2157，注册资
本 100 万元】（简称乙）双方的
股东决定，甲拟吸收合并乙，
合并完成后，甲继续存续，乙
将解散注销。 请相关债权人自
本次公告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危伊，电话:0731-84331271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
芙蓉中路一段 88 号天健芙蓉
盛花园二期 H 栋 25楼。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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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鑫遗失电工作业证，证号 T4
30423199012220535，声明作废。

◆成大青遗失湖南省永州市蓝
山县舜峰路 258 号房权证，证
号:98120317 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金石桥镇爱购超市经投
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尹勇军，电话 15807391222

遗失声明
湘乡市今梅花山泉饮用水厂遗
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3810000213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铭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丰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33768301；遗 失 公
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宏桥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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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红，电话 15207301122

遗失声明
株洲市妙妙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91430211MA4L4LJY1A)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164130，号
码：00159914；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2 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号码：24550465、
08958085、08958086、052633
22；发票代码：043001800104，
号码：06402394、06402409、
06402428、06941848、069418
49、06941851、06941866、389
198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长信电脑科技服务部遗
失沅陵县市场监局 2013 年 9 月
13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222600
141072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红日冷饮店遗失蓝山县
工商局 2017年 5月 3日核发代
码 92431127MA4LLW1B16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永涛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4
年 3 月 25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
600084829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陈语甜（父亲：陈涛，母亲：殷
雅晴） 遗失出生证明， 编号：
O4300040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欧兰斯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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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俐群，电话 18974880219

◆谢菁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编号：
442215011767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泰亿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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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辉，电话 15673418888

遗失声明
长沙家乐福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税 号 ：9143000073898824
63）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
票号码 734291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铭盛红酒会所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4年 1月 6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
37369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30
105L6900829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铭盛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4 年 6 月 11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00
012237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430105329474957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2012 年 5月 26日，住江华县码
市镇朝阳村的陈仁华、盘金香
夫妇在码市街与朝阳村交汇路
口，捡拾弃婴(女)一名。
联系电话:15001848507

◆彭建辉（身份证号：43010419
641011304X）、欧芬：原公共租
赁房证明已遗失，租赁房地址：
长沙高新区麓谷锦和园 6 栋 2
门 6004房，特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 36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位于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2 号森宇
房地产 1 幢 902B 房屋、产权
证 号 为 ：00435191、00036877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06）第 0341
5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58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严小明与案外人李美
容共有的登记在李美容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高桥大市场西
大门正对面 3栋 504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5147956 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 用（2015）第 073171 号 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编号
为：20180152341 的他项权证
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熙有记酒家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田心工
商所 2008 年 5月 1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
046000199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尚上轩茶艺馆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塘
分局 2016年 9月 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3
046030467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邵阳市科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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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海波，电话 13874225527

◆李正焜（父亲：李志鹏，母亲：张
攀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2164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生德门业制品厂 (普通
合伙 )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1
年 12 月 8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0
00004887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鄂A”改“湘A”，5个全数字号牌露馅
湖北买来的出租车被长沙雨花区交警查获 车主面临罚款扣分和行政拘留

违规充电
又酿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