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名网约车司机排班送残疾女孩上学》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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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接送残疾女孩韩力一年多，8名网约车司机获“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万元奖金当基金，8人将续写更多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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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汝城县巨森网络工作室遗失汝
城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8 年 8 月 20 日核发 92
431026MA4PU5477R 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和润茗品茶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12 月 21 日核发 92430102MA
4N1WGU5N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湖南中医药大学鲁荣明遗失就

业协议书，编号为 1201054103029，
声明作废。

◆罗慧遗失辰溪县中等卫生职业
技术学校西医专业中专毕业证，
证号：2000212380，声明作废。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陈永澍遗失报
到证 2012130383029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郡原居里 G4 栋全
体受益业主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043001900104， 号码 29962812，
声明作废。

◆南华大学李依璇遗失就业报到
证，学号 20159790205，声明作废。

◆邓子贤(父亲:邓文成，母亲:
蒋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0649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耀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杨
文号）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湘丽品牌托管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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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东阳，电话 15973352566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2816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谢弘扬名下位于长沙市
岳麓区学丰路 1008 号迪亚溪谷
山庄 A501 栋 102 号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12）第 039996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湖南旺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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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立红，电话：13707499317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324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2017）湘 0102 执 1629 号】，
现将登记在湖南宏坤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桃
花塅路 58号德庆水韵山城 1 栋
2801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3）第 106767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324
号之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2017）湘 0102 执 1629 号】，
现将登记在湖南宏坤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桃
花塅路 58 号德庆水韵山城 1
栋 2818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3）第 106784 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324
号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2017）湘 0102 执 1629 号】，
现将登记在湖南宏坤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桃
花塅路 58 号德庆水韵山城 1 栋
2808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3）第 106774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324
号之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2017）湘 0102 执 1629 号】，
现将登记在湖南宏坤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桃
花塅路 58号德庆水韵山城 1 栋
2823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
长国用（2013）第 106789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恢 324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2017）湘 0102 执 1629 号】，
现将登记在湖南宏坤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桃花塅路 58 号德庆水韵山
城 1 栋 2802 号、2803 号和 1
栋 2804 号、2805 号、2806 号
等 5套房屋，其相对应的编号
分别依次为：长国用（2013）第
106768号；长国用（2013）第 1
06769号；长国用（2013）第 10
6770 号；长国用（2013）第 106
771 号；长国用（2013）第 1067
7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仁和饲料经营部
遗失由长沙市开福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1 年 8 月 21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53031619，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4751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文浩名下位于长沙市雨花区
石燕湖大道 28 号水岸新都 5
栋 2501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0094731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编号为 2018009520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索尔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圣美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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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英，电话 17352885005

遗失声明
常德佳欣营林有限公司遗失常
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430700
2000821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原备案公章一枚， 遗失原备案
法人人名章一枚， 遗失原备案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红星社
区卫生服务站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10000695304，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石门拓金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会
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决
定解散本公司， 并成立了清算
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请未接到清算组通知
书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清算组负责人： 潘伟
龙，清算组成员：刘铁军、李光
明，联系电话：13719322271。
石门拓金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12月 30日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 2019)湘 0104 执恢 1420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
执行人肖向阳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望城坡开发区枫林路航发锦
绣家园 C 栋 206 房屋、权证号
为 00425007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和编号为：长国用（2013）第
027541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
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新希望职业培训中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00007459
03407U）遗失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俊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
章（黄峰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湖南
秦骅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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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
系方式：0731-89900846
联系人 ：戴军

遗失声明
长沙市梓玥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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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42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于平辉名下坐落于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路 143 号（现
韶山南路 73 号）第 013 栋 303
号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00）第 017488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耒阳市马水乡惠农农机专业合作
社成员大会决议解散本合作社，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
人：罗智成 电话：15211493568

遗失声明
长沙县望新机械厂遗失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
21184124760；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18412476
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祥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瑞丽风格企业形象设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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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桂秋，电话 15073168922

遗失声明
湖南乐筑建工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民生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079
1501583）遗失单位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12月30日下午， 经三湘都市
报推荐，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
定联合三湘都市报授予许斌等8
名网约车司机“天天正能量特别
奖”,并颁发10000元正能量奖金。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 是阿
里巴巴集团联合三湘都市报在内
的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

大型公益开放平台，以“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面向全
社会寻找、奖励凡人善举。目前，
“天天正能量” 已奖励6800多名
正能量人物。

“谢谢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和三湘都市报对我们的鼓励！”当
天下午3时许，当记者把获奖的消

息告诉许斌等8名网约车司机时，
正在成都参加公司年会的爱心司
机们连声致谢。

下午5时许，网约车司机樊顺
森致电记者表示，“我们8个人一
致商议决定， 将这笔正能量奖金
作为爱心基金， 全部用来帮助残
疾或贫困的学生。”

8名爱心网约车司机轮流接送残疾女孩韩
力上下学一年多，风雨无阻，且分文不收，经三
湘都市报报道后（详见12月30日A05版《8名网
约车司机排班送残疾女孩上学》）， 引起了强烈
的社会反响。

12月30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三湘
都市报授予许斌等8名网约车司机“天天正能量
特别奖”，并为他们颁发1万元正能量奖金。得知
获奖后，许斌等8名网约车司机一致决定，将这
笔奖金用来帮助残疾或贫困的学生。

■文/图 记者黄海文 龚化
通讯员唐晓山

今年20岁的韩力是娄底职业
技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一学
生。15岁那年她被检查患了骨肉
瘤。当时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晴天
霹雳， 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黑暗
的”。手术后，韩力的左腿被高位
截肢，从此借助双拐走路。

2018年3月， 一次偶然的机
会， 正读高三的韩力遇上了网约
车司机许斌。 许斌主动每天免费
接送韩力上下学， 持续接送一个
月后，樊顺森等7位网约车司机也

加入了免费接送韩力上下学的行
动。 为了避免出现空档，8位司机
制定了一个值班轮流表确保每天
都有人接送韩力， 这一接送就是
一年多，直到她上大学。

“虽然我现在没有强大的能
力来回报他们， 但我可以选择铭
记。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处处充
满阳光；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处
处洋溢着幸福。 我会将这份感激
化为爱的行动。”韩力含着热泪告
诉记者。

12月30日， 三湘都市报报道
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网友
“李敏”评价：“接送一天是件小事，
但是坚持一年多就成了一件了不
起的大事，向他们致敬！”；网友“谌
继仁”点赞：“感动，很正能量，一点
点的帮助和关怀， 也许能改变一
个人的一生。 给这些叔叔们点
赞！”；网友“无臂石建涛”留言：“身
体力行行善举， 点赞温暖的人。”；
网友“马晓慧”跟帖：“一丝善念，化
成身体力行的善举”……

轮班接送残疾女孩感动网友

奖金当基金，续写爱心

本报 12月 30日讯
春节将至，湘菜行业迎来
一场盛事。今日，由湖南
日报社、省商务厅共同主
办的2019湘菜年度盛典
在长沙举行。会上，除发
布了“湘菜年度十大事
件 ”、“湘菜年度十大人
物”奖项外，还颁出“终身
成就奖”， 以表彰仍活跃
在湘菜推广舞台上的行
业泰斗。

据了解，终身成就奖
的参评标准为，年龄在65
岁以上，功成名就仍为行
业孜孜不倦发挥余热，活
跃在湘菜推广舞台上的
德高望重的行业泰斗，首
批注册的元老级中国烹
饪大师朱克纯、湘菜终身
成就奖得主左宗圻获此
奖项。

作为拥有较高专业
度的行业总结，此次“湘
菜盛典”将徐记海鲜参与
20国峰会宴席制作、文和
友获2019年度红点最佳
设计奖、许菊云父子同获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
章等列入“2019湘菜年度
事件”； 费大厨辣椒炒肉
创始人费良慧、炊烟时代
小炒黄牛肉总裁谭艳等
11人获评“2019湘菜年
度人物”。

■记者 黄亚苹

2019湘菜年度盛典举行

朱克纯、左宗圻
获终身成就奖

事迹

回应

链接

厄运降临，一位女孩患病左
腿高位截肢，让一个家陷入困顿；
一次偶遇，他成了她的专职司机，
掀开免费接送的爱心故事。 温暖
在延续，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8个
“好人叔叔”成了女孩的腿。

一年多的免费接送，将难能
可贵的良善传达，给予了残疾女
孩侠骨柔肠的帮助； 一张接送
“排班表”， 将满满爱心承载，为
一个陌生人撑起了一片天。没有
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过多的豪
言壮语，有的只是每一次往返学
校的耐心和温情。 一个微笑，让
素昧平生变得亲切温暖。真诚付
出，使萍水相逢变得胜似亲人。

有时候，正能量就是你心头
的一丝善念，化作身体力行的实
践，哪怕它看起来多么的微不足
道。再小的爱，也能把冷漠击穿。

天天正能量颁奖词

12月30日，爱心网约车司机们与韩力在成都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