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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有以下人员遗失爆破作业
人员许可证，姓名证件编号：
姚小朋 4301000400571；邓方俊
4301000400564；周海 43010004
00541；杨翔 4301000400553，均
声明作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现对《黄花基地智
能终端设备附件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全文进行公示，内容如下：
一、纸本获取方式：
江工 0731-85013133。
电子版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b6IYur_6-fGVzCKjp
tnc3w 提取码：cwls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所在园区内及周边受影响居民
及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
全文电子版链接， 填写后发送
至：acechb@163.com。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 通过填写意见表发送至邮
箱或拨打电话。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即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关于《黄花基地智能终端设
备附件生产建设项目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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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成造极遗失湖南淞江万顺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湘潭恒大御
景半岛楼盘 2 栋 29102 单元商
品房认购书一份，编号:8803268，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伟博水艺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资
本由 1500 万元减至 8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
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朱海燕，电话 13907410201

◆张建雄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335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安障乡中心小学《食品经
营许可证》（编号 JY3430721021
0058）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湖南湘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路口
分理处转账支票 2 张，支票号：
4020432507655359、40204325
0765536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
院（2020）湘 0104 执 7076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李文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学士路 99 号江山帝景小区哈
佛二期 A 区 H3H4 栋 2108 号
房屋的证号为 20190143932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和证号为：
20190129408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198
号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周国亮、蒋伟伟名下
按份共有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
书院南路 799 号东怡大厦 19
层 1907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60018957 号 、20160018958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6001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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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2020）湘 0121 执 3535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谈安琪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
杜鹃路 989 号小时代公寓 2301
号房屋、2302 号房屋，产权证
号分别为 20190101738、2019
0126185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90092544、
20190112775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
020）湘 0121 执 3063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龚晗名下的位于长沙市体
育文化中心东北角 1036号房屋、
1037 号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依
次为 ：00376774 号 、0041674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二套房
屋编号分别为：长国用（2007）
第 009583 号、长国用（2007）第
00958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恢 2293
号之二、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韦湘
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
路一段 758 号和庄公寓 B 区 4
号栋、5号栋 210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 710206969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编号为长国用（2012）第
02468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编号为 20170169613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减
少为 50万元。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向本公司
提出偿债或在本公司提供相应
担保的情况下而暂不要求偿债
的权力， 并以书面形式函告本
公司。 本公司地址：冷水江市中
连乡诚意村二组， 联系人：邬
萌，电话：13973801085
冷水江市铭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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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0021733、
yry0000155-yry0000160、GN00
12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湘岐专业合作社遗失湖
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灶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47000492601，账号 84
112010029152056012，编号 551
0-010216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骏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
00753372837R）经股东决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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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岳
麓区含浦大道 139 号湖南工
院办公楼 202 房。 联系人: 向
梓菡，电话：0731-82946296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西牌楼社区服务
中心（77226966-7）经决议，注
销原在民政局登记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请各位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84453341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 10 时起至 1 月 15 日 10 时
止（延时除外）在中国拍卖行业
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上（网址：ht
tps://paimai.caa123.org.cn/）对
湖南高铁时代数字化科技有限
公司闲置设备公开拍卖。 起拍
价 5.96 万元，竞买履约保证金
1万元（未成交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13755167528李先生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977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陈志东名下
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 289
号运达中央广场 4栋 2601号房屋、
该房屋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
用（2016）第 038492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
（2020） 湘 0121 执 5212 号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行
人周琳珺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三一大道 203 号万煦园 D3 栋
1403 房屋的证号为 709141654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和证号为：
长国用（2009）第 054352 号的国
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县人民法院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独家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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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12月23日讯 日落黄
昏， 在长沙城南某高校运动
场，刚巧路过此处的邓教授被
一声狗吠惊停。紧接着，一只
宠物狗迎面朝他冲来，吓得他
立马高抬右腿隔挡， 重心不
稳， 邓教授身体跟着倾倒，下
意识用右手撑地，导致右桡骨
骨折。

今日，记者从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狗主人最终被判赔
各项损失共计14.3万余元。

校园遇“狗袭”
大学教授误工近半年

2018年12月14日20时15
分许，李教授吃过晚饭后，像往
常一样带狗出门遛弯。 在学校
教学楼后面的水泥运动场上任
由宠物狗自行玩耍。 正好路过
此处的邓教授被宠物狗的叫声
震住。

宠物狗飞奔着朝邓教授冲
去，邓教授高抬右腿阻挡，重心
不稳向后摔倒在地，右手掌撑地
造成桡骨骨折。经诊断，邓教授
右桡骨小头骨折、多处软组织损
伤。因康复治疗不理想，邓教授4
次转院。

2019年8月12日，经湘雅二
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定邓
教授本次损伤误工时间评定为
150日， 伤后需一人护理期60
日，营养期90日。

就赔偿金额，双方一直没有

谈拢。为此，邓教授将李教授起
诉至天心区人民法院，索要人身
损害赔偿款共计287224元。

犬主负全责
法院判赔14.3万余元

长沙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校区明文规定在教学科
研单位内禁止养犬、遛犬。李教
授携带犬只进学校运动场所，未
用狗链对犬只进行约束导致邓
教授受伤，作为犬只饲养人应承
担全部责任。

邓教授受伤后， 先后辗转
了4家医院治疗，均与本案的伤
痛有关联， 法院支持其主张的
医疗费。此外，邓教授系某高校
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本次
事件受伤后其教学和科研活动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其误工费
按照实际减少的损失予以认
定。依据学校出具的证明，认定
邓 教 授 的 课 时 酬 金 损 失 为
60297.15元， 法院也由此确认
邓教授的误工费。

法院认定邓教授的各项损
失共计143124.35元， 扣除已支
付的5万元医疗费用， 判决李教
授赔偿9万余元。

对于一审判决 ， 双方均
不认可赔偿金数额， 纷纷向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熊瑛

本报12月23日讯 廖师傅入
职某酒店从事维修工作，同年酒店
送他参加电梯操作培训并取得证
书，培训费用由酒店承担，证书由
酒店保存。 与酒店解除劳动合同
时，证书被扣下了。用人单位组织
员工参加技能培训，离职后证书应
该归谁。23日， 郴州汝城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给出了答复。

“2014年进的酒店， 年底参
加电梯操作培训并取得证书，培
训费用是酒店出的， 证书放在酒

店保存。”廖师傅说，去年酒店与
他解除劳动合同， 却不愿把证书
退回给他。

对此， 郴州汝城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根据《劳动
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用人单位为
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
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
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
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
的培训费用。因此，廖师傅取得的
证书应归其个人所有， 可以向公
司要求退回。如果公司不给，根据
《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 扣押劳动者居
民身份证等证件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
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宇平
实习生 龚正伟

本报12月23日讯 今天上午
9时许，有市民爆料，称长沙湘府
路大桥有一男子跳桥轻生。 记者
走访获悉，男子被打捞上岸，已无
生命体征（扫报眉二维码看视
频）。

目击者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
频显示，今日上午9时27分，湘府
路大桥西往东方向， 一辆白色小
车突然停在道路最右侧， 一名男
子下车后径直走向护栏， 随后翻
身跃下。从下车到跳桥整个行为，
过程约一两秒。“车上只有他一个
人，发生得太突然了。连钥匙都没
有拔。”目击者告诉记者，由于事
发太过突然， 其他人根本来不及
劝说阻止。

记者从长沙警方获悉， 接到
群众报警后， 长沙市治安支队水
警大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时
跳河男子已沉入江底， 民警随即
联系蓝天救援队进行打捞。 长沙
市蓝天救援队接到报警后出动
16名救援人员，2台救生艇到场
处置。经过一系列搜救，于中午1
时30分将男子打捞上岸，遗憾的
是，该男子已失去生命体征，后被
送往殡仪馆。

“听家属说是压力大，去上班
路上出的事。”在男子打捞上岸的
湘府路大桥西桥头， 目击打捞过
程的市民肖先生表示，男子30岁
出头，身高一米七左右，身穿黑色
棉衣。事发后，男子的妻子和父亲
都赶到了现场，情绪十分激动。

据长沙政法频道报道， 事发
时车上仅有男子一人，年仅31岁。

男子妻子表示， 前不久夫妻俩才
买完房，丈夫平时性格比较乐观，
事发前刚送了自己上班，与平时并
无异常。而在此之前，丈夫曾在工
作中和领导发生不快，单位领导曾
当着很多同事的面训斥丈夫。

目前， 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
调查核实中。

■记者 杨洁规 视频 何佳洁

送完妻子上班，他突然弃车从桥上跳下
事发长沙湘府路大桥 该男子年仅31岁，前不久才买了房，家属疑因“压力大”

公司组织员工参加技能培训，离职后证书归谁？

教授躲狗摔伤骨折
犬主被判赔14.3万元

男子翻桥上护栏跳河瞬间。（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