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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390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彭伟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中路 265 号都
市锦绣家园 8 栋 505、506 号两
套房屋转移至买受人唐彦红名
下、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
移；将产权证号为 713268412
号、713268413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06469 号、长国用（2016）
第 00647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80365498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现对《湖南省永州至新
宁清江桥高速公路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公示。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网络链接及公众意见表下载地
址 http://www.hngs.net/tabid/6
5/InfoID/79558/frtid/62/Defaul
t.aspx 如需查阅纸质版，请前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莲路 39
7 号紫金国际 2 栋 19 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可能受
本项目影响的居民或团体。
三、公众意见的反馈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永新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工
电话：15111023188
环评单位：
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电话：
0731-82256395、18684936803
电子邮件：1448993409@qq.com
湖南省永新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4 日

湖南省永州至新宁清江桥
高速公路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遗失声明

长沙县白沙镇人民政府（现并入
长沙县开慧镇人民政府）不慎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直接缴款单本）21 份，票据字
轨：湘财通字【2014】，号码：159
171742-159171760；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12】，号码：112435
926；票据字轨：湘财通字【2010】，
号码 ：091384282；不慎遗失湖
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
据 75 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09】，号码： 03219051-0321
9075；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
10】，号码：03656876-03656900；
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10】，号
码 ：01792251 -01792275； 不 慎
遗失湖南省农村公益事业筹资
专用收款收据 25 份，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08】，号码： 013713
51 -01371375；不慎遗失湖南
省村集体经济组织往来结算收
据 25 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14】，号码： 00156776-0015
6800；不慎遗失湖南省村民（社
区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 10 份，
票据字轨：湘财通字【2014】，号
码 ：00713991 -00714000； 以 上
票据声明作废。

◆陈水清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2040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410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艾桃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二段 151
号伍家岭商业中心 2、3 栋 4018
号房产、4019 号房产、4020 号
房产、4021 号房产、4022 号房
产、4023 号房产、4024 号等 7
套房产，相对应的编号分别为：
长国用（2010）第 034712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3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4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5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6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7 号、
长国用（2010）第 034718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登报
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湖南恒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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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建，电话 1527395585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1352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黄剑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 178 号万
事佳景园 8 栋 1001 号房的证
号为：716156048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编号为：516047840
号他项权证和编号： 长国用
（2016） 第 086367 号一并登报
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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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3549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李湘涛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芙蓉南路四段 977 号
和美星城 27 栋 205 房、不动产
权证号为：716103823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20180121642 号他项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 湘 0103 执恢 129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刘群勇名下所有的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西路
338 号翡翠华庭 2、4、5 栋 2305
房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第
022535 号国土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杨柳遗失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门诊发票，号码 1G296323，金
额 1875.46 元，声明作废。

◆陈子豪遗失普通话水平测试等
级证书，准考证号 ：43028181104
12，证书编号 ：4318028006748，考
试分数 ：87.8 分 ，考试等级 ：二级
甲等，考试时间：2018 年 11 月 4 日，
特此声明。

◆曾德兰遗失衡阳教育学院大
学毕业证书,证书编号:湘教师字
第 935029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
证 4 份, 执业证编号分别为：
王冬冬 00016843000000002
019001250；祝衍珍 020071
43000080002018000118；
何静怡 00016843000000002
019005517；肖倩 0001684
3000000002019005435；以上
执业证，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476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曹馨予名下的
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737 号共和世家公寓 9 栋 106
号房屋、转移登记至李刚的名
下，将产权证号为：20180292330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9003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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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
法院（2019）粤 0310 执 2064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黄平名下的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
路与农园路交汇处恒大江湾第
34 栋 29 层 2903 号的房产、原
产权证号为：20190432831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20190399126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县开慧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
往来结算收据 25 份，票据字轨：
湘财通字【2012】，号码：016
38476-016385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融海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5
月 11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1002003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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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王春
生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
中路弘林大厦 2110、2111 号房
屋、编号为长国用（2009）第
051878 号、长国用（2009）第
077476 号的国土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278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蒋燕玲和王军名下坐
落于长沙市八一路第 003 栋 609
号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张海名下、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
将产权证号为：00079108 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岳阳荣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603MA
4PQBPLXN)遗失公司银行印鉴
章：财务章、公章、私章（乔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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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胡爱美名下所有
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金泰路
199 号湘江世纪城咏江苑 8 栋
1405 房的编号为 ： 长国用
（2011） 第 061924 号国土证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冷志斌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951,声明作废。

穿过一条条小巷， 循着
饭菜的香味， 记者找到了位
于水风井巷内的蒸菜店。

“想吃啥随便拿，推荐你
吃个腊肉， 都是自己家里腌
的，几好呷的！”刚走进店，记
者就被热情的吆喝声吸引
了，正如网友们描述那样：留
着同款小卷发、 性格同样开
朗的四位娭毑就是店里的活
招牌。

“小姑娘，我们是亲四姊
妹，分不清了是吧？我是老
四， 坐在那里的是老大，老
二老三在厨房。” 看着满脸
疑惑的记者，四姐邹建双主
动做起介绍，她今年66岁，大
姐74岁、二姐71岁、三姐也已

经69岁了。 从1999年开店到
现在， 顾客认不清她们是常
事， 所以干脆直接叫她们
“F4娭毑”。

“我们四姊妹以前都是
在工厂上班的工人， 退休以
后， 大姐就提出来要不开个
店子。一开始，也只是想丰富
退休生活， 没想到一开就是
22年。” 邹建双娭毑介绍说，
“我们是地道的老长沙，从小
跟着家里的大人学了一手好
手艺， 口味方面那蛮有信
心，而且，这个门面就是我
们以前住的地方，几姊妹聚
在一起开店，感觉又回到了
小时候。” 不同于其他的餐
饮小店相对简陋的环境，四

位娭毑的小店虽然面积不大
但干净整洁， 就算是容易结
油垢的墙壁和地板也是清爽
光滑的。

“我们几姊妹分工很清
楚，大姐负责口味，二姐和三
姐负责店内的调度， 我就负
责结账管账。” 邹建双娭毑
说， 店内每天从上午10点忙
到晚上的10点，20多年来，随
着店内的生意越来越好，加
上近几年网络的传播， 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了她们的小
店， 小钵子菜也从开始的日
销几十碗到现在的日销近千
碗，她们非常欣慰。姐妹们说，
她们在退休后从未感觉孤独，
“我们这也是靠手艺创业了。”

经营地道长沙味，水风井“F4娭毑”火了
退休四姐妹合伙开了家小钵子蒸菜店，如今日卖近千碗成熟客“大食堂”

说起退休生活， 你会想
起什么？广场舞、打牌、带
孙子……长沙水风井的4
位娭毑给出了不一样的
答案。退休后，她们合伙
开了一家钵子菜馆，取名
为“水风井小钵子蒸菜”，
超地道的长沙味道和热情
开朗的性格很快让小店火了
起来，这一火就是20多年，在网
上也很有名气， 顾客和网友送
给她们一个昵称：F4娭毑。

4位长沙娭毑和她们的小
钵子蒸菜到底有何魅力？9月
23日中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到
店里去一探究竟(扫报眉二维码
看视频详情)。

退休创业，四姐妹开起小钵子蒸菜店
此时正值午餐时分，络绎不绝的顾客大

多是熟客，都在轻车熟路地挑选着自己心仪
的菜品，有些年轻人还会撒娇地找娭毑们要
肉最多的小钵子。

“F4娭毑的店早就是我们单位的常年
打卡点了，每天都要来吃。”在附近工作3年
了的高先生告诉记者，这3年来，他几乎每
到饭点就会准时来打卡， 家常口味和娭毑
们如亲人般的照顾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当
然，四位娭毑的用心和付出也不是单向的，
像高先生这样的顾客还有很多， 以在附近
工作的年轻人为主，特地驱车来打卡的“粉
丝”也有不少。大家都亲切地说，这里是他们
的“大食堂”，F4娭毑是大家的娭毑。

“为了这些顾客， 这个店子我们也会坚
持做下去。现在，家里的五妹和六弟也退休
了，也来帮忙了，我们四姊妹就想，找个时间
可以一起出去旅游。”说到对未来的期待，邹
建双娭毑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微笑。

每天打卡，这里成为熟客们的“大食堂”

■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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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株洲醴陵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时， 发现
辖区金牛购物广场存在部分
应急照明灯未保持完好有
效、 消防电话未保持完好有
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
故障、 防火卷帘不能正常运
行的消防违法行为。 执法人
员当场对该场所负责人和小
区物业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教育， 要求其限期整改
火灾隐患， 确保消防设施正
常运行，并依法填写了《消防
监督检查记录表》及《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大队对其违
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经依
法调查取证， 物业公司负责
人确认该违法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之规定，消防大队
依法对该物业管理方做出罚
款壹万伍仟元的行政处罚。

物业负责人表示已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消防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吸取教训，
严格按照消防部门要求对隐
患问题进行彻底整改， 今后
一定严格遵守消防法律法
规，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消
防违法行为。

■通讯员 陶广礼 周舟

消防设施未保持
完好有效， 一物
业公司领罚单

邹建双娭毑正在询问顾客口味是否合适。 刘品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