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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办分类广告老字号 公 告
2017 年 8 月 22 日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开福区东
风二村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二
期）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开政征
字〔2017〕4 号]，对该项目内房屋
实施征收。 湖南省邮政局名下的
开国用（2001）字第 1676 号国土
证登记土地上的被征收房屋已
全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且已
补偿到位，被征收房屋已按征收
程序完成征收拆除， 开国用
（2001） 字第 1676 号国土证作
废，特此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城市房屋征收和
补偿管理办公室

2022年 6月 27 日

注销公告
我单位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组织机构代码：524301210601
2841X8），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请债权人以书面形式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由谭
晓希、程薇、彭蓉洁、刘亚玲、杨
灿组成。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1-84448855

长沙县慧源教育培训学校
2022 年 6月 28日

卢凡遗失卢姗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877793，声明作废。

谢红波遗失五江碧桂园爱尚 18
栋 901的购房收据，票据号：000
5415，金额：5000 元，声明作废。

王敏遗失五江碧桂园爱尚 18 栋
1116 的4 张购房收据:1、票据号：
0005399，金额：5000 元；2、票据
号：0005399，金额：6510 元；3、票
据号：0004530，金额：53676 元；
4、票据号：0005117，金额：5000 元。
声明作废。

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
综合协同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一、该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查阅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gwl8DYZsbOoq11d9-vEx_w
提取码：s47s。 查阅纸质报告请
联系：占工：1734731418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所在地范围的、关注项目建设的
公众及单位。
三、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请将意见发送至邮箱:
63032882@qq.com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 6月 28日至 2022年 7月 13日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
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
4_665329.html
六、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湖南军
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占工 联系电话：17347314181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北京蓝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备案公章(编号 43
01040146508)一枚，声明作废。

袁梵（父亲：袁健华，母亲：李
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291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东云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4305219014306，声明作废。

邹媗诺（父亲：邹旺，母亲：程
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1048265，声明作废。

父：喻新建，母：黎彩，孩子喻
湘瑞出生证明遗失， 性别男,
出生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编
号：P4310487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玖捌食品有限公司（编号:
JY14301110338765）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特此声明作废。

彭进于 2022 年 6月 28 日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43112619911224
2612，声明作废。

蒋亚遗失德思勤物业公司装修押
金收据，装修押金收据号：1115215,
金额：2125 元，声明作废。

方鸿瑞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到
湖南航天医院就医时（就医门诊
号：2205243411） 开具的对应费
用发票一张遗失， 发票号码：
0004795210， 金额：2645.12 元，
特声明作废。

罗宝淞（身份证号：44162120000626
1214）不慎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子
第 20180339018 号，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徐佳豪遗失报到证，
编号：202011342202983，声明作废。

谢思博（母亲：谢婷 ）遗失出生
医学证明， 编号 Q43046320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汤白军遗失湖南省湘交院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星澜之悦车位
购房款收据， 收据号：5331902，开
票日期:2019 年 2 月 21 日， 金额
（大写）：壹仟元整，声明作废。

朱倩莹（父亲：朱志雄，母亲：苑沁
竹）的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J430710528，声明作废。

蒋纯志遗失由湖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核发的编号为
No00003508 的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证书，特此声明作废。

蒋纯志遗失永州市卫生局核
发的妇产科执业医师资格证，
编码为 110431100000284；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刘跃飞饭店不慎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长沙砚瓦池
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901011
509100017739，核准号：J55100
58729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橙柠老百姓健康
药房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湘 CB73182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胡荣快餐店遗失由
长沙市雨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2018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301110405022，声明作废。

一拍即合，几十年闺蜜决定联手创业

6月末的株洲，天气明显热了起来。枣园里，
枣果进入膨大期， 对水肥的要求也到了最关键
的时刻。周小姣、罗秋兰、谭八香顶着烈日在果
园里忙碌着，施肥、浇水、选果……

五年前，还在广东打工的周小姣听闻，家乡
茶陵县枣市镇政府鼓励大家种植枣树， 果断选
择回家。和好姐妹罗秋兰、谭八香一拍即合，决
定共同创业， 种植枣树。“我们是同一年嫁到洞
头村的，年纪相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对
枣都是有情怀的。”

种枣不易卖枣难，3人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从种下树苗到挂果，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要
强的周小姣雇不起人工，就自己除草、施肥、修
枝，“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枣园里，每一
棵枣树都是我们仨看着长大的。”

三年后，精心照料的枣树挂了果，三姐妹却
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所有枣
子免费送，不收钱。“我们做的是无形广告，大伙
吃了觉得好，口碑不就有了？”如周小姣的预料，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三姐妹牌”脆枣，还有人特
意从外地驱车前来。

2020年， 三姐妹迎来了第一个丰收之年。
罗秋兰算了笔账，如果枣子全都卖出，不仅可以
还清外债，还有富余。

喜悦并未持续多久， 连续降雨使得枣皮开

裂，加之冷链设施不完善，大枣最终只卖出不到
十分之一。“当时家里楼上楼下都是烂枣， 亏了
30多万。”谭八香至今仍觉心疼。

但大姐周小姣并不打算放弃。“既然决定要
做，就要坚持到底。大半辈子过去了，能蹦跶几
下我就再蹦跶几下吧。”后来，三姐妹成立了种
养合作社，重振旗鼓，再度出发。

友情长存，姐妹们未来还要一起组团养老

合作创业的五年里，不免有摩擦、碰撞，甚
至因为一棵枣树施多少肥、 浇多少水也能吵起
来。“但我们吵完没几分钟，又能打打闹闹，和好如
初。”三姐妹会心一笑，握在一起的手又紧了紧。

不断磨合的过程中，3人也有了明确分工。
大姐周小姣表达能力强，跑外销；二妹罗秋兰做
事有规划，专心做财务；小妹谭八香干活实在，
枣园里的事大多由她负责。“三个臭皮匠还顶个
诸葛亮呢， 我们要让别人知道，3个老太婆不比
谁差。”周小姣望着眼前的枣树，神情坚定。

2021年9月，在枣园的“空窗期”，3姐妹又
做起了养殖业，一共3000只鸡，在过年前全部
卖出。 艰苦的创业中，3人学会了“苦中作乐”。
“晚上喂完鸡， 就跳广场舞， 有人说我们是
‘SHE’呢。”说完，周小姣拍了拍两姐妹的胳膊。

三姐妹还决定将来要“组团养老”，“等30年
后，我们都80多岁了，就找间小房子，一起说说
笑笑，一起慢慢变老，谁都不能食言。”偌大的枣
园，回荡着三姐妹爽朗的笑声。

三湘 都市报 6月 27 日 讯
“终于可以安心帮着妈妈好好干
活了！”6月24日， 湖南省高考成
绩公布，来自湖南张家界的钟朋
辰取得了652分的好成绩。 没有
狂欢，也没有庆祝，他依旧默默
陪着妈妈雷雪梅，帮在张家界天
子山做保洁的妈妈干活。

“我的梦想就是考上北京大学。”6月26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联系上钟朋辰，他表示，无论是否梦想成真，
都不会放慢向前奔跑的脚步。

孝顺懂事，他是母亲心中的骄傲

进入暑期的张家界天子山， 人流量是往常的几
倍。作为景区保洁人员，景区售票处是雷雪梅的责任范
围。不一样的是，身边有了儿子钟朋辰这个得力帮手。

钟朋辰取得高分的消息传开，同事们纷纷向雷雪
梅道喜，一向不善言辞的她笑着连连摆手，不知如何
表达。反倒是儿子十分淡定，默默接过妈妈手中的扫
帚，干起了活。每逢假期，钟朋辰一定会出现在妈妈身
边，活儿他早已得心应手。一会儿工夫，钟朋辰便完成
了室外的清扫工作。 心疼妈妈在外打扫会遭遇暴晒，
他坚决让妈妈呆在室内，自己顶着烈日忙碌，全身早
已被汗水浸湿。

“这孩子是我的骄傲。”看着烈日下卖力干活的钟
朋辰，雷雪梅满是感慨。自己工作的地方离武陵源一
中甚远， 整个高中阶段几乎都是钟朋辰自己一人度
过。不仅独立，懂事的钟朋辰每逢长假，就会做好美味
提到妈妈工作的地方，与她一起分享。见证了父母工
作的不易，他更是努力。

“儿子从未因为我是做保洁的而觉得丢人， 反倒
是一直劝我不要有这些想法。”说起儿子的好，雷雪梅
眼眶突然一红。此前，景区售票处附近被贴了小广告，
钟朋辰心疼妈妈被暴晒，花了一整个下午将一百多张
小广告全部铲除，“回家后，孩子肩膀都被晒伤了。”雷
雪梅说，儿子最让她骄傲的不仅是学习好，还有他最
淳朴的孝心。

无论是否梦想成真，都不会放慢奔跑的脚步

“我的梦想就是考上北京大学。”回忆起6月24日，
一家人挤在小出租屋里查成绩的情景，钟朋辰难以忘
记父母的眼泪，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肯定。他表示，无
论未来是否梦想成真，都不会放慢向前奔跑的脚步。

雷雪梅说， 从小钟朋辰的学习就从未让她操心
过，一直是名列前茅，“早在小学时，钟朋辰就定下了
要上北京大学的目标。”

“这孩子特别努力， 对学习的渴求和认真超乎常
人，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一点也不意外。”面对记者的采
访，班主任徐金武毫不吝啬地夸赞钟朋辰。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田甜 实习生 郑婷介

60后“SHE”联手创业，约定组团养老
承包荒地种植枣树，一起追梦的株洲3个退休姐妹诠释最美友情

“终于可帮妈妈干活了”
想上北大男孩当“保洁”

罗 秋 兰
（左）、 周小姣
（中）、谭八香在
枣树前合影。

受访者 供图

最美的友情是什么样？家住湖南株洲的周小姣、罗秋兰、谭八香
给出了最好答案。

年过半百的她们，互相陪伴了大半辈子，在本该退休享受生活
的年纪决定联手创业，承包了村里60亩荒地，搞起了枣树种植。3人
的美好友情被人笑称为老年版“SHE”。

6月27日，面对三湘都市报记者的采访，她们表示未来还会一
起组团养老。 ■文/视频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田甜实习生郑婷介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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