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隐患曝光

一个字：“牛”！他竟收集了260多种写法
长沙硬笔书法家许国章花3年游历全国收集十二生肖的各种写法，还汇编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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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大拼桌， 陈列着宣纸
和笔墨， 许国章的办公室就是
一间书法创作室， 兴致一来他
便会挥墨纵情。书法室内，最显
眼的是三本用宣纸装裱成的巨
书《十二生肖书画大观》。这三
本书每本有120页， 重达40公
斤，每本书长1.7米、宽0.8米，记
录了十二生肖的不同写法、诗
歌来历和经典故事。

“以牛字为例，在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民族，其写法也是在

不断变化着的。 我收集了260
多种， 还自创了 100多种写
法。”许国章调查发现，我国56
个少数民族中， 有文字记载并
能写全十二生肖的有19个，像
藏文、满文、丽江东巴文、哀牢
山彝族文字、江永女书等，算上
象形字、隶书、行书、楷书、草书
等， 十二生肖的写法变得丰富
多样，“笔画越多， 书写的形式
就越多，生肖鸡就有1000多种
写法。”

本报2月22日讯 2月
18日，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
杨家坪村棠花组村民谭先
生，在自家菜地发现一只疑
似受伤的“闯入者”———猴
面鹰。他第一时间向长沙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发出
求助。

接到求助电话，野保协
会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这只“闯入者”最明显的特
征是，面盘似猴脸，谭先生也
是靠此辨识，“我只知道它叫
猴面鹰， 上午11点左右在我
家的菜地里看到的， 发现的
时候一动不动，像是受伤了，
就赶紧给你们打了电话。”

面盘灰棕色， 呈心脏
形，有暗栗色边缘，长相像
猴子。下体淡棕白色，具褐

色斑点。嘴黄褐色，爪黑褐
色。经工作人员确认，这是
一只草鸮，俗称“猴面鹰”，
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庆幸
的是，它没有受伤，经过短
时间恢复，状态良好，被放
归到附近山林。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会长周灿英介绍，草
鸮一般栖息于山麓草灌丛
中，以鼠类、蛙、蛇、鸟卵等
为食。白天躲在树林里养精
蓄锐， 夜间却非常活跃。由
于其全身羽毛柔软蓬松，飞
行的时候无声无息， 能出
“鼠”不意而捕杀之；加上它
有钩子般的趾爪和利喙，捕
杀老鼠是百发百中，是妥妥
的“夜间杀手”。

■记者 李成辉

日前，郴州市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对
宜章民潮娱乐有限公司未经消防安全检
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违法行为，责令
停产停业，并处罚款肆万元。

近日，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市民
电话举报称，宜章民潮娱乐有限公司未办
理消防开检手续擅自营业，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

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执法人员对宜
章民潮娱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经检
查发现该公司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
入使用、营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相关规定。为切实从源头杜绝先天
性火灾隐患的发生， 针对存在的违法行
为，大队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

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相关规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
宜章民潮娱乐有限公司责令停产停业，并
处罚款人民币肆万元整的处罚。

目前， 该公司已按要求进行了停业整
改。 ■通讯员 陈传敏 林思 经济信息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
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银保险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营业部
许可证流水号：0272163
机构编码：000046430100
成立日期：2009年 4月 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 2月 4日
地址：原营业地址为“长沙市芙
蓉中路一段 593 号国际金融大
厦 19 楼 1906-1907、1910 室”，
现变更为“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中山路 589 号开福万达广场
B 区商业综合体（含写字楼）
47009 室”。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29118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
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72164
机构编码：000046430000
成立日期：2007 年 10月 18日
发证日期：2021 年 2 月 8 日
地址：原营业地址为“长沙市芙
蓉中路一段 593 号湖南国际金
融大厦 19 楼”，现变更为“湖南
省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589 号
开福万达广场 B 区商业综合
体（含写字楼）47010-47011、
47013 -47015 室 ”。 邮 编 ：
410005电话：0731-829118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公 告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一支
行，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108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75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 10月 8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
南西路 28号中域蓉城大厦一楼
发证日期：2021 年 2月 8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公 告
下列机构因迁址换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金支
行，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192S243010148
许可证流水号：0072167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 1月 16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汇
金路 777号嘉华城一期 A 地块
A1栋 A2栋 128室
发证日期：2021年 2月 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湘 0124 破 1号

湖南固松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各
债权人：

本院根据宁乡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申请，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裁定受理湖
南固松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 通过公开遴选及摇
号方式依法指定湖南博言律师
事务所担任湖南固松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 湖南固松文
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向湖南固
松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债权申报联系人：邹永
聪 15308448339,地址：宁乡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车站路固松公
司办公楼）， 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湖南
固松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湖
南固松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地点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宁乡市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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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执 5323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徐辉名下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双拥路 529号水木
轩 4栋 101房的证号：2019029
6483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相对
应的证号 20190369368号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吸收合并公告
经合并双方股东分别作出的股
东决定， 由湖南省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交通设计
院”， 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吸
收合并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航务设计院”，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双方
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现将
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吸收合并
完成后， 交通设计院注册资本
保持不变， 航务设计院解散注
销。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吸收合并后航务
设计院的债权债务由交通设计
院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收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收
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吸收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
告。 联系人：柏署
电话：13907483310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月
亮岛路一段 598号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
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2021年 2月 23日

遗失声明
湖南赛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 21 份，
发票号码 10497971-1049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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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谭武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49
号湘域中央花苑 2 号栋 1203
号房屋、1204 号房屋，产权证
号分别为：716081399 号、7160
8139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
2 套房屋编号分别为：长国用
（2016）第 042291 号和长国用
（2016）第 042292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编号分别为：51
6034417 号 、20180427334 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衡阳自在天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整减少至 1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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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强,电话 18397777772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恢 1126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熊春桃和熊爱
明共同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德雅路 1191 号才子佳苑 F 栋
805 房 的 证 号 ：710269760、
710269759 的房屋不动产权
证、 相对应的证号为长国用
（2011） 第 034335国土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衡阳监管分局批准新发《经
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衡东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3430424
许可证流水号: 0271813
住所: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衡
岳北路锦泰花园 S1 幢 102室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衡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 2 月 4 日
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联系人：
郑欣 及电话 1378772400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
阳中心支公司

2021 年 2月 23 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衡阳监管分局公告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 湘 0102 执恢 228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帅坤名下位于长沙
市开福区东风路 28 号鸥波大
厦 1 栋 1911 房的相对应的证
号为长国用（2016） 第 052240
国土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9741 号
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彭苗名下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联丰路 398 号利海
世纪绿洲花园商业综合体 3 栋
1029 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证
号 714132002 和对应的 20190
405381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方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012101659
8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旺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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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龙，电话 18974719751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7858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潘宝林名下位于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416 高桥财富大厦 1621 房的
证号：714182936 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 、 相对应的证号为
514056984 他项权证和长国用
（2015） 第 078719 号国土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长沙大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2-1，
2 -2)，注册号 4301050000126
3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森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
全体成员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58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联系人: 李懿 18873095739

减资公告
隆回县广佳汽车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决议向企业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300 万元
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联系人:刘金水 13707398339

注销公告
湖南吉星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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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姣玉，电话 13602785286

◆姚晃华遗失湘 H0586 挂道路运
输证,证号 430903201632,声明作废。

2月22日， 在长
沙市硬笔书法家协
会，许国章正在介绍
自己收集的十二生
肖文化。

实习生 任杏梓 摄

本报2月22日讯“在中国文化中，牛是勤劳的
象征。别看牛字的笔画很少，写法却是多种多样的，
我收集的牛字写法就有260多种！”对于生肖文化，
长沙市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许国章有着异于常人
的执着，他花3年时间遍访全国，收集十二生肖的各
种写法，汇编成书。今日，记者来到长沙市硬笔书法
家协会， 听听他与牛字的传奇故事。（扫报眉二维码
看视频新闻）

■记者 杨昱 图/视频 任杏梓

许国章花3年时间游历全
国收集不同生肖的写法，是出
于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以及想
将生肖文化发扬传承的心，
“每到一个地方， 我还会扎进
古玩市场，去寻找与十二生肖
有关的古玩。一次我到江西井
冈山古玩市场寻宝。为了配齐
一整套生肖，往往要到各个摊
位去碰运气。有时一家店铺就
重复逛好几次。那次足足逛了
3天，才把要的生肖配齐。”

收齐了生肖方面的素材，

许国章还花一年时间将其汇
编成书，“花费将近20万元，虽
然很累，但苦中有甜。特别是
书成了，那成就感自是油然而
生。”许国章说，生肖文化，华夏
一家，是维系民族间情感和文
化的纽带。祖先留下来的东西
是需要去好好传承的，他以书
法形式将之呈现出来，目的就
在于此，“希望有更多人来关
注我们的生肖文化， 传承、学
习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精
神。”

三本书，记录丰富多彩生肖文化

花3年，游历全国收集生肖写法

猴面鹰误闯菜园
幸亏遇热心村民

未办理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
郴州宜章县一酒吧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