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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卫平、王鹏等7人（民三庭）遗失新田县人民法院湖南省非税收
收入电子缴款收据，编号：3127540025，金额6984元，声明作废。
●包小军（43292919641129****）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两 份 ，票 号 ：湘 财 通 字（2014）1719744903，湘 财 通 字（2014）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2019 年12 月12日长沙银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16万元减少至15.2万元，现予以
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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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13973147958 联系人：叶兴华
长沙银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个月内，债权人应向本公司清算
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组地址：郴州市郴江北路51号
联系人：欧书华 电话：18975523615

郴州市祺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彭益兵（432325197510236871）因不慎遗失过身份证、银行
卡、信用卡数张，如有拾得者请速与本人联系，必重谢，切不可持本
人相关证件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否则本人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联系人：彭益兵 电话：13787183918

本店因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2017年2月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105MA4LCJ9AXT 的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佳波小吃店

1719744890，声明作废。
●包晓艳（43292919621230****）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
号：湘财通字（2014）1719744882，声明作废。
●唐文辉遗失警官证，编号：武字第0376705号，声明作废。

●曾媛媛遗失报到证，号码为201410823201308，声明作废。

●张齐刚（43122619310715****）遗失残疾军人证，号码：湘军N041106，
声明作废。
●郴州市临武县万水乡井头村委会八组廖建湘（43282719691119****）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张，号码分别为：No2614826712，金
额：26804元整；编号：No2614826704，金额：2809元整，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梵米尼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30MJJ5985526）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湘西自治州万坪镇煤矿职工医院遗失湖南省门诊医疗收费票据(电脑
票)一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2017)，号码为：159686500，声明作废。
●徐春万遗失位于永州市宁远县舜陵街道良坪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本，证号：建规（地）字第1906033号，声明作废。
●盘先跃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0213207号，声明作废。

●蒋终霞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号码为：2018143030110487，
声明作废。
●李畅遗失低压电工作业证，号码为：T430681198710203214，声明作废。

●陈晓亚遗失毕业证，号码为：字第2000301097号，声明作废。

●杨归存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号码为：NO.60744469，金额：
7737.04，声明作废。
●湖南积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
书编号：湘建房开（常）字第0530379号，声明作废。
●贺亚宾遗失警官证，号码为：0326372，声明作废。

●岳阳市宝鑫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为：4306001004689，声
明作废。
● 湖 南 安 盛 房 屋 检 测 鉴 定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430922200583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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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抓实危房改造让贫困群众居有所安
“天冷了，我却觉得很温暖，因

为我有了一个新家，还有26位记者
妈妈……”日前，道县桥头镇中学作
文赛上，13岁的小桂花深情朗读作
文。小桂花是桥头白竹田人，与患病
的父亲相依为命，住在一间摇摇欲坠
的木板房。一张门板，白天是小桂花
的书桌，晚上作床。今年，小桂花家
被列为道县第一批农村危房改造对
象，10月份住进了明亮的新房。

今年以来，道县完善统计、通报
等各项制度，促推进、查进度、抓落
实、体民情，与建房户面对面排忧解
难，全力以赴抓危改，6月底全部开
工，11 月底全面竣工，超过 90%的
危改对象喜迁新居。结合“空心房”

拆除工作，认真执行农村危房改造
“建新拆旧”政策，拆除全部D级危
房。分 13 个工作组对全县 34891
户四类重点对象，全数进行危房等
级鉴定，并将《住房安全等级明白
卡》粘贴上墙。拟定了新版的危改
档案表，规范签字制度和流程，确保
危改档案过程、签字、时间全部真
实。各部门紧密配合，联合审核拟
补助对象信息。成立专项检查组，
对全县20个乡镇的4499户四类重
点对象，逐户开展质量安全大排查；
同时，按照5%的比例进场复查，抽
查覆盖全部乡镇及 50%以上行政
村。对从事危房改造的所有人员及
驻村帮扶队员举行了危房改造政

策、危房危险性鉴定、竣工验收等业
务知识培训，并进行了业务知识考
试。加强监管，加大宣传力度，确保
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好、执行好，
从未出现违纪违法行为。此外，为
解决深度贫困户缺乏建房资金无力
危房改造问题，还举办了“我想有个
家”主题现场募捐活动，53家企业
共捐资150余万元。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截至目前，道县拨付危
改资金4059.4万元，竣工1532户、
12.26 万平方米并达到入住条件，
圆满完成了四类重点对象指标任
务，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盘 林 杨安良）

12月7日，“中国体育彩票”2019年株洲首
届攀岩锦标赛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攀岩场内火
热举行，共有 117 名选手参与了成年组、青少
年组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由株洲市体育总
会主办、株洲市体彩分中心协办，旨在推广普
及攀岩运动走进校园，培养学生体育技能，挖
掘株洲市攀岩苗子，同时也为了倡导全民健身
时尚健康生活方式。

开幕式结束后，一场场精彩的比拼相继展
开。每位运动员都展现了高超的攀岩技巧和
强大的身体素质，在岩壁上奋力攀爬，为观众
献上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为1个成年组和4个
青少年组，按照速度挑战赛和难度挑战赛进行
比拼，所有组别参赛者都以全能的形式计算总
成绩和名次，不设单项奖励。在速度挑战赛
中，青少年组15岁的杨承喻仅用9秒就攀上12
米高的岩壁，比成人组 25 秒的成绩快了 16
秒。而在难度挑战赛中，选手们需要爬过向外
倾斜为40-60度的屋檐型岩壁，并在最短时间
内登顶，是指力、耐力、平衡以及爆发力等综合
能力的展示。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攀岩是2020年东京
奥运会新项目，近年来在株洲市有较快的发展，
青少年们对攀岩运动的热情不断提升。举办本
次比赛，有助于推广普及攀岩运动，为大家搭建
交流学习平台，让株洲市攀岩运动发展得更好。

本次比赛得到中国体育彩票的支持，株洲
市体彩分中心在现场开展宣传，向社会公众展
示体彩公益公信品牌形象。此外，赛事举办地
是株洲市体育中心攀岩场。株洲市体育中心
包括“一场三馆”，即体育场、体育馆、游泳跳水

馆及网球场馆，是备受株洲市人民喜爱的全民
健身场所，每年接待服务超过25万人次。在体
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每年有众多全民健身活
动、团体比赛在这里开展，如“公益体彩 赢在
社区”全民健身赛活动、“体育彩票杯”株洲首
届国际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体彩杯”2018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株洲站）、2019年“体彩杯”
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舞动中国，舞出中国
梦”大型排舞万人同跳等大型赛事及活动。在
体育中心南侧的火炬广场，也有体彩公益金捐
赠的健身路径、笼式足球场及篮球场等户外健
身场地和设施，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健身
运动环境。公益体彩就在你我身边，让更多快
乐和美好发生。 （孙 涛）

12 月 7 日，2019 湖南省媒体精英
定向越野挑战赛开幕式在益阳市桃江
县金盆广场举行。此次比赛由湖南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省体育局、湖南
日报、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和桃江
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比赛共设男女
个人积分赛和四人团队赛两个竞赛项
目，有来自中央驻湘媒体、省直新闻单

位和各市州组成的媒体代表队与桃江
本地两支代表队共130多名媒体工作
者参加比赛。

此次比赛得到了益阳市体彩分中
心的支持。挑战赛当日，分中心工作
人员组织桃江片区代销者在比赛现场
搭设体彩帐篷、摆放公益展架、便民桌
椅，还预备了矿泉水，为参赛选手加油

打气，支持体育活动的同时
宣传公益事业。代销者组成
体彩志愿者团队，向现场的
观众们耐心讲解相关彩票知
识和体彩开奖流程。分中心
还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志愿
者和参赛选手赠送了体彩小
礼品。

（符 勇）

“中国体育彩票”
2019年株洲市首届攀岩锦标赛举行

益阳体彩
助力湖南省媒体精英定向越野挑战赛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益阳体彩助力湖南省媒体精英定向越野挑战
赛现场地推活动。

“中国体育彩票”2019年株洲市首届攀岩
锦标赛现场①②

①

②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米承实 沈玉兰

“呜哇哇……”12 月 2 日下午，
循着嘹亮的歌声，记者来到辰溪县
黄溪口镇原黄溪口办事处大院，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米庆
松在教孙子孙女学习“茶山号子”。

不久前，在辰溪县第三届“茶
山号子”赛歌会上，米庆松的孙子
米铭获奖。米庆松高兴地说：“现
在，‘茶山号子’后继有人了。”

“茶山号子”流传于辰溪县黄
溪口片区瑶乡，是瑶民冬季翻挖茶
山时唱的一种劳动号子，已有 200
余年历史。2008 年，辰溪“茶山号
子”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1958年春，辰溪县黄溪口大湾
村业余歌手舒黑娃以一曲“茶山号
子”，获省民间文艺汇演一等奖，继
而晋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艺术
会演，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演唱，舒黑娃因此获得“湘
西歌王”的美誉。

“‘茶山号子’发声方法独特，
音乐旋律与众不同，高音区翻高八
度，特别高尖，是中国民族声乐艺
术的一朵奇葩。”米庆松曾拜舒黑
娃为师，学习“茶山号子”演唱技
能，并被招录到辰溪县罗子山瑶族
乡文化站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
青壮年外出务工，辰溪县唱号子挖

茶山的习俗逐渐淡出生活，“茶山号
子”传承面临困难。到2010年，全县会
唱“茶山号子”的不到50人，其中年龄
小于60岁的只有3人。为了传承这一
艺术瑰宝，辰溪县专门成立非遗保护
中心，为每位“茶山号子”民间艺人建
立个人艺术档案，并建立一对一传承
机制，由每位民间艺人每年带一名徒
弟。同时，举办赛歌会等推动传承。

2011年，时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
米庆松，在罗子山学校免费开设培训
班，每周三下午集中授课。到2017年
退休时，他共培训了50多名孩子，其
中10余人可登台表演。

退休后，米庆松住在黄溪口镇，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培养“茶山号子”
接班人上。2018 年 3 月，他在黄溪口

镇中心小学开设“茶山号子”培训班，
报名者达 50 多人。经过测试，最终留
下27名孩子。“现在，庆松老叔每周三
下午来上课 2 小时，都是免费的。”黄
溪口镇中心小学教师米国佳说。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辰溪演
唱“茶山号子”的人数“止跌回升”。
2011年，参加首届“茶山号子”赛歌会
的只有34人，2014年达到40多人，今
年达到50余人。

“今年赛歌会上，我有 13 个小徒
弟上台表演，得到评委肯定。”说起徒
弟们，米庆松脸上乐开了花。

去年，米庆松跻身国家级传承人，
他说：“这既是肯定，也是鞭策，我要在
有生之年将培训班开下去，让‘茶山号
子’唱响瑶乡。”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鹿鸣 刘卫）今天，
新时代湖南青年诗人培训班在邵东
市开班。来自全省的54名青年诗人
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为期5天，李少君、何
言宏、谢建平、吴昕孺、张战等省内
外著名诗人、专家学者为学员授课；
聂权、隋伦、李点、丁鹏、姚晓斐等

《诗刊》社编辑为学员现场辅导、改
稿。培训期间，还将举行诗歌座谈
会、分组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社会
实践等活动。

近年来，邵东市已连续 5 年举
办大型“中秋音乐诗会”，并成立邵
东市诗歌学会，每季度举办一期“名
家讲堂”，组织各种形式的采风、笔
会活动，培养出一个“邵东诗群”。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
者 龙文泱 郑旋 通讯员 王柳
蓉 李佳蔚）今晚，“飞行在音乐
世界的使者”交响音乐会在长沙
音乐厅上演，拉开了2019媒体艺
术之都·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活
动的序幕。

本次音乐会由小提琴家、指
挥家柴亮执棒，钢琴演奏家张海
鸥担任钢琴独奏，长沙交响乐团
担任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
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苏
佩的《轻骑兵序曲》、小约翰·施
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约瑟
夫·施特劳斯的《无忧无虑波尔

卡》、门德尔松的《赫布里底群岛序
曲》等曲目一一上演，精彩的演出
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已连续
开展 7 年，今年的艺术月由长沙市
委宣传部、长沙市文旅广电局主
办，以“文化惠万民 艺术雅长沙”
为主题，以公益性惠民活动为主，
兼有部分低票价和商业性演出。到
2020 年 1 月 13 日，艺术月将以长
沙市属专业艺术单位为主体，联动
部分省直院团、各区县（市）文艺团
队，举行开幕式、“戏韵长沙”专业
舞台艺术精品展演、“青春长沙”

“杜鹃花奖”戏剧大赛、“人文长沙”

系列艺术讲座、“艺韵长沙”系列艺
术展览活动、“争鸣长沙”人艺艺术
团系列演出、“雅韵长沙”高端剧场
精品演出、“悦艺长沙”区县（市）文
化惠民演出、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9 大
主体活动。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李永亮）数学课不算加减乘除，玩游
戏就轻松学会。近日，在珠海举行的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
会上，株洲市二中附小的数学老师
展示了“数学游戏”的魅力。

此次成果展由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主办，吸
纳国内外1600 多件优秀教育创新
成果参展。组委会从中遴选30个参
展单位，作为教育创新论坛案例。株
洲市二中附小彭小英数学教育团队
带来的“游戏点亮数学教育”，成为本
次成果展一个亮点。该团队谢曲波
老师登台示范，解密了商场抽奖活

动的“小套路”：顺时针转动准盘，无
论你怎么转动准盘，奇数区的大奖
永远都拿不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嘉
宾加入互动，乐此不疲。谢曲波最后
解释，不管是奇数相加，还是偶数相
加，结果都是偶数。大家恍然大悟。

记者了解到，由彭小英数学教
育团队编写的小学一至六年级《数
学游戏》教材已公开出版，引起业内
高度关注，省内部分学校已使用。

《中小学数学》杂志社主编、首都师
范大学数学系方运加教授表示，数
学游戏使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
玩”，寓教于乐中掌握知识要点，值
得推介。

游戏“点亮”数学教育
株洲二中附小“数学游戏”登上创新成果博览会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通讯
员 吴靖 钱淑琴 记者 李传新）

“有了网约护士，给孩子换胃管再
也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了，直接
手机下单，就有护士上门，真是太
方便了。”小恩妈妈今天对上门的
护士说。这是我省“网约护士”平台
推出以来，服务年龄最小的对象。

1岁大的小恩因喉部狭窄气管
发育畸形，进行了气管切开，喂养
只能通过胃管注食牛奶，因胃管需
要定期更换，每次去医院都要舟车
劳顿，不仅要带上氧气包、吸痰装
置，还要挂号排队等候，来回需要
耗费大半天时间。12月12日上午，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呼吸免疫、肾

脏风湿科护士长彭瑛，主管护师梁
娟、钱淑琴一同来到小恩家，为孩
子更换胃管和静脉置管换药。几天
前，小恩的妈妈通过“熙心养护”小
程序“下单”，对这一护理服务进行
了预约。

据了解，湖南省人民医院自
2016 年底率先在国内探索互联+
护理服务，借助网络平台为出院患
者提供“线上预约、线下上门”的延
续护理，目前辐射范围已经达到全
省的90%，“网约护士”平台共有注
册护士 200 余人，截至 2019 年 10
月累计服务 2500 余人次，大部分
服务对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慢病
患者。

新时代湖南青年诗人培训班
在邵东举行让“茶山号子”唱响瑶乡

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启动

“互联网+”护士到家

株洲推进
数字广播电视
户户通工程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李茂春 赵中华）“以
前只能用房顶的‘大锅’看电视，收
看的节目很少，天气不好还没信
号。现在都是高清好看的节目，还
能及时了解国家的各项政策，真是
太好了。”近日，家住株洲市炎陵县
的一位山区农家大姐对记者说。

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是
今年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其中株
洲市建设6座台站，开通省级节目
数字化覆盖、新增直播卫星用户 1
万户。株洲市将此工程项目同步纳
入该市“民生100”工程。当前，株洲
正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
作风，强力推进数字广播电视户户
通工程。

为了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
好，株洲市今年出台新政策，直播卫
星户户通建设所需资金全部由各级
财政承担，卫星接收设备每台292.5
元，除省级以上财政补助的140元
外，其余由县级财政兜底，保证不向
用户收取任何费用。在此基础上，株
洲市文旅广体局 9 月向各任务县

（市、区）分别拨付10万元专项奖补
资金，有效推动了工作进展。

据了解，随着株洲市直播卫星
户户通和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建
设快速推进，公益无线数字电视节
目将涵盖12套中央节目和全部11
套省级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将极
大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12月12日晚，长沙音乐厅，在长沙交响乐团“飞行在音乐世界的使者”交响音乐会的优美乐声中，2019媒体艺
术之都·长沙市杜鹃花艺术月活动拉开帷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