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湖南农科院印刷厂（注册号：
430100000079970，原注册号：
4301001001540）经湖南农科
院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清算组由王旭、熊莎、
曹立军、李勇、高阁、李双飞、
胡岚等人组成。 请相关债权人
于见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 联系人：李勇，
联系电话 13707489170

特此公告。
湖南农科院印刷厂
2020 年 9 月 15 日

◆李丽君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1103199208026928，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恢 677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李思雨名下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湘江大道 101
号汇源大厦 2203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 711094706 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11）
第 05822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511037535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衡阳华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遗失旅游合同:
DX0000884、GN0007375-77、
GN0011033、GN0012892、
GN0020209、GN0051735、
JW0006713、JW0007894、
JW0011539、JW0022706、
YRY0000830-31、YRY0000838、
GN0019674、GN0019679、
JW0010086、JW0012108、
JW0010089,声明作废。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周东海遗失报
到证 2012123032021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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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7）湘 0103 执 2858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胡君名下的坐
落于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
行街商业街西厢南栋 3419 号的
房屋、转移登记至申请执行人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昌支
行的名下，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一并转移；将编号为：长国用
（2011）第 105805 号的原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遗失声明
长沙登峰铝材厂遗失由长沙市
望城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06年 8 月 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222000699；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
020）湘 0626 执恢 51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原查封案号（20
19）湘 0626 执 1005 号】，现将
登记在胡义忠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139 号新城新
世界小区 A5 栋 808室房产、编号
为长国用（2012）第 049553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衡阳市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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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电话 15074758155

◆ 曾 丹 丹（43048119820909
9272）和耒阳市希望花园项目
签订的 1707 房商品房买卖合
同（编号 LY2015002296）遗失，
备案合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上陡岩煤矿遗失湖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3 年 6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300001100052，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5721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贺春榕名下位
于长沙市浏阳河大道一段 588
号红橡华园 9栋 2511号的房屋、
产权证号为：716033463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国用（2016）第 049613 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20180402746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324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黄艳艳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芙蓉区晚报大道 518 号
佳兆业时代广场 2 栋 2308 号
的房屋、产权证号为：2017023
3100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70236540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811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易哲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霞开发区
景香苑 4 栋 201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20180136447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170859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4510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夏丽辉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中环路都城康
欣园 3 栋 901 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 00323932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06）第
038511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212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刘涛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
399 号翡翠云天家园 9 栋 203
号房、证号为：714088828 号的
不动产权证与编号为：514033
577 号他项权证和长国用（20
14）第 067560 号国土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623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周大琦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雀园路 468 号朗辰
园 7 栋 1507 号房屋所有权及相
应的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戴
婷的名下，将产权证号为 2018
0367002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90107748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299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李维娜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汇金路 777 号
嘉华城二期 3 栋 1505 号的房屋、
产 权 证 号 为 ：20190067489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 为 ：20190066125 号 的 他 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9月15日，长沙万婴东外滩幼儿园，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专家为小朋友做口腔检查。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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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废纸”双面打印
攒出“满足感”

9月15日下午， 就职于长沙某
广播电台的董先生一边和同事交
流， 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印刷过
的A4纸，反面放进打印机。作为一
名导播， 每天他都需要协助主持人
打印节目台本和节目流程单， 但每
个月， 他却只需要拆开一包全新的
A4纸。工作中纸张需求量大用纸量
却很少的秘密， 就藏在他办公桌的
第二格抽屉里。

“我们导播和主持人之间有个
心照不宣的‘小动作’，主持人下播
后会把台本放在我们导播的桌上，
如果台本的背面是空白的，我们就
会收集到抽屉里，留着下次打印背
面。” 董先生介绍道，“除了主持人
用过的台本，其他部门单面打印使
用完毕的打印纸也会收集到这个
抽屉里，有时还会出现抽屉‘爆仓’
的情况。”

董先生说，“每次收‘废纸’时都
感觉自己十分‘富有’，有一种节约
之后的满足感。”

快递带走盒留下
快递点积极回收快递包装

“快递盒还需要吗？如果不需要
的话可以留在这里。”每次看到当场
拆快递的居民， 在长沙湘江世纪城
小区内经营着一家菜鸟驿站的罗女
士都会问上这样一句话。 罗女士发
现， 不少小区居民来寄快递时常常
找不到合适的快递盒，为此，她特地
空出了驿站最里面的一小块地，放
上了一个大纸箱子，收集空快递盒、
泡沫袋等快递包装用品， 免费提供

给有需要的居民。
“为了方便附近住户，大一点儿

的包裹都免费提供上门揽收服务。
公司不提供取件物料， 上门取件都
需要站点自己解决包装材料。”长沙
市凯乐国际城7栋菜鸟驿站的店主
赵先生介绍， 一卷50cm宽、55米长
的普通简装打包泡沫要30元， 一个
中号三层普通纸箱也得0.5元。为
此， 赵先生每次从货架上为居民取
出相应包裹后， 习惯性地提醒居民
将快递外包装留下。 赵先生说，“从
成本考虑， 在顾客取件时会尽量多
地回收顾客相对完好的纸箱， 在打
包时也会尽量少用胶带。”

每个纸箱都有归宿
家成了“纸箱回收站”

同样有着收集快递盒习惯的还
有90后甜品烘焙师秦倩， 每一个来
到秦倩家中的快递盒， 似乎都能找
到一个合适的用途， 她称自己家就
是一个“纸箱回收站”。

作为“网购达人”，秦倩每个月
都会收到近十个包裹，每次她都会
将快递盒拆开叠好，留着给顾客寄
甜品时使用。“虽然回收利用自己
收到的快递盒也省不了太多钱，但
比经济意义更大的是环保意义。”
秦倩说。

除了再次寄出， 秦倩家的快递
盒还可能变成收纳盒、 猫窝。“有一
次我斥巨资给家里的猫买了个猫
窝， 没想到猫不睡猫窝却看上了装
猫窝的快递盒， 索性我就把快递盒
剪了个洞， 铺上垫子改成了猫窝。”
秦倩笑着说，从那以后，家里的大快
递盒就留着做猫窝， 用坏了就直接
扔掉，既方便又省钱。 ■记者 周可

9月20日是第32个全国爱
牙日， 为了让家长更重视孩子
的口腔健康，9月15日起湖南省
儿童医院口腔科的专家和长沙
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专家举办系
列“口腔健康”科普活动，走进
万婴东外滩幼儿园、 雨花区实
验小学以及枫树山南屏锦源小
学，为孩子们带去“儿童口腔健
康”互动科普活动。

3岁娃20颗乳牙全被蛀坏

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王雨新检查了 3
岁男孩晨晨的牙齿， 发现他
的20颗乳牙不同程度龋坏 ，
伴有牙髓炎和根尖周炎 。原
来， 晨晨在家比较喜欢吃甜
食，又不愿意刷牙，且晨晨的
家人觉得乳牙即使有龋齿 ，
但是长大些就会换牙， 所以
没有特别在意。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孩
子的乳牙出现问题， 一定要及
时到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王雨
新向记者透露，如果孩子乳牙
时龋齿严重，会影响到恒牙的
健康发育。恒牙的牙胚就在乳
牙根部下面，如果龋齿波及牙
根和牙周组织，就会影响恒牙
的健康，引发牙齿缺失，恒牙错
合畸形、发育异常，面部肿胀，
咀嚼功能下降 ， 因而影响孩
子的全身生长发育， 机体的
抵抗力也会降低。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5岁儿
童乳牙龋患率为70.9%， 比10
年前上升了5.8个百分点。10个
孩子中就有7个患有龋齿，儿童
龋齿发病率增高且日渐低龄
化，值得每一位家长重视。

6至9岁儿童可免费窝沟封闭

15日上午， 湖南省儿童医

院口腔科专家来到万婴东外
滩幼儿园，为300多名3至6岁
的小朋友做口腔检查和免费
涂氟， 提醒家长注意防龋治
龋。同时，长沙市中心医院口
腔科专家团队走进枫树山南
屏锦源小学，为200余名二年级
学生举办了“儿童口腔健康”互
动科普课堂。

省儿童医院是“六龄牙”
全免窝沟封闭项目国家免费
项目的承办单位。长沙市6至
9岁儿童可进行报名预约，家
长事先应准备孩子的身份证
或户口簿， 方便录入到国家
健康管理系统。 适龄儿童按
照预约的时间到医院现场挂
号，进行免费口腔检查，免费
窝沟封闭。 适龄孩子可拨打
0731-85600956（上班时间）
进行提前预约。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谷圆美 秦璐 李雅雯

办公纸张双面印，快递带走盒留下
长沙多家办公场所和快递点分享节俭妙招：建“纸箱回收站”，纸能这样省着用

网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 拆完之后的快
递箱你是直接扔弃还是二次利
用？ 打印纸无疑是工作中消耗
最快的办公用品， 你是否会重
复使用反面空白的打印纸？三
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 长沙

不少快递点、 办公场所自觉形成了二次利用纸箱、 打印纸的习
惯，还有市民笑称自己家就是个“纸箱回收站”。

20颗乳牙全蛀坏，换完牙就好？
医生：乳牙时龋齿严重，会影响颜值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