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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
疗机构，现予以公示：
名称：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
牛角塘社区卫生服务站
类别：社区卫生服务站
机构性质：非营利性
床位（牙椅）：0张牙椅
执业地点：长沙市天心区中意
二路 503号
诊疗科目：全科医疗科;中医科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
会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
示，依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门：长沙市天心区卫生
健康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资名根 430481196703213393
不慎遗失耒阳市双红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二矿开具的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九份，凭证号
湘财通字（2004）0000580536 号，
（2004）0000580640 号（2005）00
89568727 号 ，（2010）090032923
2 号，（2010）0779471172 号，（20
11）0782807984 号，（2014）15598
60920号，（2014）1719460142 号，
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7）湘 13 执字第 40-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原所
有人刘凯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
花区人民中路 568 号融圣国际
公寓 5 栋 2601 号房和 2602 号
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20190
217186 和 20190217188 号的原
产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
19）湘 0103 执 1456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被执行
人彭学进名下位于长沙市潇湘
北路三段 889 号江汇苑 3 栋 15
04 号房、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65516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
民法院（2019）鄂 0203 执恢 52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被执行人刘林名下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五金
机电市场 A 区 3 栋 113 号商业
房地产、产权证号为 71418616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4）第 08842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润
珑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1430106001507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6007483608232）
遗失预留在汨罗中银富登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印鉴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蓝嘉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康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21673599767R）遗 失 公 章
一枚;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
（法人名：陈瑞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汉邦纺织助剂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芦淞
分局 2011年 8月 2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号为：914302035809310
70N，声明作废。

◆曾骥凌（父亲：曾晓江，母亲：
郑雪芳） 遗失出生证明， 编号
O430291234，声明作废。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朱映霞遗
失报到证，编号：20141303830
102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启程建筑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从壹仟万元
减至贰佰万元 ，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各债权人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
保。 联系人：钟臻 18773039886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滋有以下团
体 保 险 单 GUP0101000008999
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健康兔装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编
号 430102023908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2019）湘 0124执 1603号之二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廖胜仁名下位于长
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70 号万
象新天公寓 4栋 3011号房屋、
权证号为：长房权证芙蓉字第
71421192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9958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及该房编号为：515098932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宁乡市人民法院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长沙方略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019 年 9月 4日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派生分立为长沙方略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湖南方略
达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两家公
司。 分立前长沙方略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分立后长沙方略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675 万
元，湖南方略达成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3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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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长沙方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
方式 15886318011，联系人：侯芳
长沙方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9月 4日

◆杨羽骞(父亲：杨楚进，母亲：柳
艳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5996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9 月 6 日湖南耀途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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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亚娥，电话 15973111588

◆张晨(父亲：张乔乔，母亲：梁春
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T430594021，声明作废。
◆彭春艳(父亲：彭兰平，母亲：康
山青)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5682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
民法院（2019）湘 0602 执 1442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8）湘 0602 执
200 号之一】现将登记在王晓
猛、沈英姿名下位于长沙市劳
动东路 139号新城新世界小区
A14栋 2003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 716243871 号、71624387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公告作废。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芦淞区祥全养殖场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2 执 3536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孔庆德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中意一路 685号洞井商贸城 201、
301等 6套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09）第 00411 号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执 328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刘航东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秀峰路 80 号山语
城三期 9栋 1004 号房屋、将不
动产登记证明（证明号：20170
090945）登报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九鼎财富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
15 年 6 月 17 日核发 430626000
029538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九鼎财富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9年 9月 6 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唐磊，电话 1511508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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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为照顾好两个孩子，2015年7
月我应聘到了北塘社区， 很荣幸
地成为一名基层党建工作者。

南托街道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好时机。过去泥泞的道路换成了水泥
路，田地被流转后，年轻人在家门口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餐饮、旅馆等商
业也发展了起来，居民的休闲生活不
再是打麻将，有广场舞、象棋、书画
等，娱乐方式变得丰富起来。

作为社区的党建专干，我们还
经常组织各种党建活动，比如清扫
马路、慰问孤寡老人、组织扶贫募
捐等。社区还购买社会服务，引进

了心理干预、 为老服务等社会组
织，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生活越
来越有滋有味。

基层工作也会有“大考”，但总
能众志成城。2017年那次抗洪，特别
惊心动魄。晚上下着雨，我们一刻也
不能松懈，将兴马洲上的居民一户户
劝离，并安排旅馆等住处，一天下来，
整个人都累趴了。最后，我们顶住了
洪峰，那种开心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家乡一天天变美， 生活一天
天变美，我的名字也很美！哈哈，
不是吗？以后，我会更努力，并一
直坚守！

本报9月6日讯 一把私
人定制的油纸伞能卖到2000
元、一个微信小程序，能让用
户快速找到适配的工程机械
零件，一站式完成全网询价、
比价，采购效率提升30倍。今
日， 记者走进长沙市的企业
和创意孵化基地， 感受他们
的成长变化。 就业是民生之
本，是稳定和发展的基础，长
沙市多次发布稳就业政策，
提高就业供需匹配度， 让劳
动者的饭碗越端越牢。

走进湖南机械之家信息
科技公司，用户通过微信小程
序，能快速找到适配的工程机
械零件， 一站式完成全网询
价、比价，采购效率大大提升。

“以前用户购买一个产品
配件，需要找不同的商家询问
比价， 耗时要半小时以上，产
品还不一定就刚好符合机型。
而现在用户只需要输入机型
就能自动匹配， 只需要1分钟

就能完成。” 公司副总裁陈毅
介绍。

“人员流动性如果特别大
的话， 企业担负的成本非常
高。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能有
利于大学生在一家企业持续地
干下去。” 公司总裁刘旭龙介
绍，2015年，机械之家只是一个
13人的小公司， 长沙市向其提
供创业贷款和扶持资金近70万
元，帮助与高等院校对接，输送
优质人才。如今，机械之家估值
过亿，有127人在岗。

今年，长沙发布了《关于
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 形成了促进就业的22条
具体政策措施，1月到7月，长
沙城镇新增就业9.42万人，支
出各类就业补助资金1.44亿
元， 在贫困县开展了252场就
业招聘会， 提供岗位20余万
个。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洪美华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今日人物】
伍国庆，1980年10

月1日出生， 长沙市天
心区南托街道北塘社
区的党建专干。大学毕
业后， 她曾从事过基
建、通信、财务等方面
的工作，2015年7月，她
在北塘社区应聘上岗，
直至现在。

我为这个名字坚守，生活一天天变美
80后基层社区工作者伍国庆：为自己的幸福打拼十年，为幸福社区乐于奉献

我的名字听起来
像个男子汉吧？ 可能
因为名字的影响，我
的性格比较直爽，认
定的事就一定会做
到。

1980 年 10 月 1
日，我出生的那天，亲
人们为起名的事伤脑
筋。刚好，爸爸从外地
赶回家， 直接给我起
名叫“国庆”。面对妈
妈的质疑， 爸爸笑着
解释：“国庆是个好日
子，女儿中午出生，太
阳高高挂起， 代表吉
利。与国同庆，与共和
国同成长，挺好！”

■记者 杨昱 整理

9月4日，在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北塘社区，党建专干伍国庆正在忙
工作。 记者 杨昱 摄

长沙深挖潜力
创业给就业“造饭碗”

与丈夫共同打拼，日子变富足

2003年，我和丈夫结婚，家就
在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 当时
这里还是典型的农村， 到处是一
片片田地。女儿出生后，丈夫打了
两份工， 我也得帮着家里人做农
活，种田、割稻子、晒谷子……后
来，我跟着丈夫做起了基建工作。
儿子出生后，我又从事过通信、财
务等方面的工作。

10来年辛苦打拼期间， 随着
经济发展、国家强大，我们迎来了

很多机会，如今我们家盖起了4层
楼房，还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日子
越过越好。

说真的，再苦再难，我都没有哭
过。但有一次，女儿给我送的生日礼
物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是2010
年的国庆节，7岁大的女儿参加了一
次大型舞蹈比赛， 竟凭着最小年
龄获得了好名次。 她拿着奖走到我
面前说，“妈妈，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
物”。当时，我没能忍住，幸福得哭了！

成社区的建设者，努力并坚守

记者手记

伍国庆正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80后青年的热血。 她总是对
记者说，自己没有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只是一名很普通的基层工
作者，尽力把每件事做到尽善尽美，希望更多的人坚守社区建设。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她是自己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同时
她对幸福社区的期许和付出也是真挚的。平凡的付出，也是建
设者的风采。

社区建设需要更多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