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车市与保险市场壮大的同时，衍生
了一个个的陷阱。很多车主在买车险的时
候通常只注意价格，却忽略了车辆保险注
意事项，给车险理赔埋下隐患。车主们在
投保车险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 电话投保一般比传统投保便
宜，但有车主反映在电话投保时，客服人
员并没有说明投保的关键事项，导致出险
时理赔困难。

第二，王先生之前投保了一份高折
扣保单， 发现了有一条他不清楚的条
款———指定行驶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太
在意， 直到几天前王先生遭遇了一次
小车祸去理赔时， 工作人员告诉他得

不到赔偿， 他才知道指定行驶区域是
指定区域外发生事故就得不到赔偿
了。

第三，有保险公司在刚开始投保时给
一个很诱人的费用，然后再推荐给你其他
的保险，但价格更贵。

第四，很多人想不到，汽修厂还会骗
保，而且他们骗保的方式多种多样。当车
主将受损的车子送到汽修厂维修的时候，
他们会让车主交出全部的证件，然后制造
小车祸，获取保险公司的赔偿。整个理赔
过程无需车主经手。就这样在车主不知不
觉的情况下， 钱已经流到了汽修厂手里，
而车主到第二年投保时才发现自己被坑
了。

目前，车险市场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在投保车险的时候一定要睁大双眼，警
惕陷阱， 同时尽量选择在平安等一些大
机构投保，这样才能更有保障。

■记者 梁兴

留心汽修厂用你的车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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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科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现有
工程位于望城区星城镇西塘村， 由于规划
调整及场地限制， 拟于望城经济开发区搬
迁扩建2.5万吨/年涂料锌基料项目。搬迁后
现有厂区全部拆除。

该公司现已委托长沙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为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项目环
评报告已完成， 简本内容可于望城经济开发

区网站下载。公众可以在该信息公布后，通过
电话、 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联系，提交书面意见或口头意见等。
建设单位：优美科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工 联系电话 13607314928
评价机构：长沙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联系人 张工 联系方式 15273188843
Email：2009xiangbei@163.com

优美科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工厂搬迁重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本报讯 记者11月13日从省物价局
获悉，省价格协会分别在价格在线、华声
在线发布《关于公布省级价格诚信示范单
位候选单位的公告》， 正式启动省级价格
诚信示范单位推选投票工作。根据省价格
诚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今年
先在零售业、餐饮业、住宿业和旅游服务
业四个行业中推选。

今年4月开始的我省首次价格诚信示
范单位推选工作， 共计2000多家单位积
极报名。经省、市两级推选，最终产生了94
家候选单位。

省级价格诚信示范单位投票从2012

年11月13日开始，到12月10日结束，由省
价格协会主办，价格在线、华声在线共同
承办。为提高公众参与度，增强价格诚信
示范单位公信力， 投票可采取网络投票、
电话语音投票和短信投票及现场投票多
种方式， 公众可登录价格在线（www.
jgzx.cc） 或华声在线（www.voc.com.
cn），根据《公告》提示进行投票。省价格诚
信工作领导小组欢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
与和监督。监督电话：0731-85522749。投
票活动结束后，省价格协会将通过实地考
核、综合评议产生一定数量的省价格诚信
示范单位。 ■通讯员 黄歆 记者 潘海涛

全省价格诚信单位推选投票启动
公众可登录价格在线www.jgzx.cc或华声在线www.voc.com.cn参与

��������我所受湘潭高新科技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潭园区公司”）的委托，对湘潭创新
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创投公
司”）15%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湘潭创投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5 日，位
于湘潭市火炬创新创业园创新大厦 9楼，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其中湘潭园区公司持有 30%股权。公司经
营范围：创业企业投资（不含法律、法规及政策限
制项目）

根据湖南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
国评字（2012） 第 04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湘潭创投公司经
评估的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3016.15 万元，负债总
计为人民币 0 元， 净资产人民币 3016.15 万元。

目前湘潭园区公司拟将其持有的湘潭创投公司
15%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
经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批准。评估报
告结果已经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408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2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2012
年 12月 12日 17：30时整止。如在本公告期限内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
取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
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
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2年 11月 15日

湘潭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股权转让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广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430100001303）现声请作废。

刘伯平，身份证号：61010219800219
3175，遗失 2005年 A 级理工职称英
语等级证书,声明作废。

������根据慈利县凤鹤山煤矿职
代会决议及慈利县人民政府第
6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决定对
慈利县凤鹤山煤矿改制并公开
拍卖其所属名下资产，本公司受
委托定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上
午 10 点在慈利县经济信息化局
会议室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洞
子峪矿井及附属设备，核定产能
6 万吨/年，已完成技改扩能且验
收合格， 参考价 1050 万元；2、1
号井及附属设备，参考价 120 万
元。 该两项标的分别在慈利县三
合口乡，国太桥乡境内，自即日
起展示，有意者自行查勘并请携
带相关证件及保证金（洞子峪矿
井）100 万元、（1 号井）10 万元来
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索
取祥细资料。 联系电话：
15274455988 13135239788

张家界信达拍卖有限公司
二 0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拍卖公告

湖南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馨香雅苑分店在长沙银行银德
支行所开账户遗失了开户许可
证及预留的公章、财务章和私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比方装饰设计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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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宏华
花苑 A栋 1001房
联系人：马炜 电话 13875873988

注销公告

������长沙启达机电设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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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荷花
路扬帆小区 B7栋 604房
联系人：刘广一 电话 13875937519

注销公告

������长沙永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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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东方新城（东
玺门）第 L1幢 517房
联系人：陈伟鹏 电话 13975166222

注销公告
公 告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40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遗失声明
邵阳市新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2012 年 5 月 9 日
核发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副本，湘新
出发 A批字第 0202号，声明作废。

宁乡县自立锻造有限公司刘国
良遗失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印鉴、公司贷款卡
（43012400002721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交能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司
所签房屋租赁合同已到期，请
在七个工作日内速来办理退房
手续，逾期将按合同条款执行。

湖南晶鑫物业管理公司

声 明

刘坚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报到证,
编号:200512303301201，声明作废。

刘鹏辉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身份证
430381198907211019，声明作废。

长沙双子电器有限公司原
行政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蓝调国际店在长沙银行银
德支行所开账户遗失了开户
许可证及预留的公章、 财务
章和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孟娜遗失湖南农大自考本科
学籍档案，编号:654391090740
23711，声明作废。

朱长泉 430111195707296018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曹宇 430103197401301637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7年 4月 12 日

曾小霞 (430104197303210025) 遗失
2007年 6月 26日申请的经济适用房
购房资格单：10051528，作废。 长沙湖大模型有限公司遗失发

票，号码为：03876005-03876100
共 96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五方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湘国税登字 430102576
577603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紫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5809492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欧阳彪遗失集体户口内页,身份证
号 430481198603180191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交友 声讯

特别推荐：利利 30漂亮家资优
夫不育无奈离觅健康理解我男
不重年龄财貌 15979321278！

女 37岁丧偶独居端庄贤惠气质
佳，经商收入稳定，诚寻健康有
责任心男为伴，贫富不限，有孩
视亲生 13510629054本人接

诚意征婚男 52岁丧偶退伍经商
重情现找位传统善良顾家女士
相伴可带孩 13714982881亲谈！

男 48岁丧偶多年，踏实稳重会心
疼人,寻善良、体贴、孝敬老人的
女士! 本人亲谈 13418558162

本人成自强遗失华安保险机动
车商业保险。 发票流水 923002
9754。 保单流水 0603284531。
发票金额 2759.37元，声明作废

袁永超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２１ｌ９７６０７０６７７１１，声明作废。

超级大乐透第 12134 期
本期投注额：90893857 元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2312期
本期投注额：17342138元

中奖号码 0� � 5� � 6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5475 １０００

组选 3 0 ３２０
组选 6 10102 160

中奖号码 0� 5� 6� 4� 0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0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22选 5第 12312期 本期投注额：165173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36
2345
39842

单注奖金（元）
13691
５０
５

中奖号码：05 12 16 19 22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01��06��18��32��35�+�02��07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2185 60
生
肖
乐

下期奖池：37618522.53元

下期奖池：174119756.37元

奖级
2
0
70
16
117
27
452
130
8423
2208
30817
8126

353671
93151

3177455

7083957
0

34907
20944
6000
3600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11月 14日

体育彩票开奖结果查询
网络直播：新浪网（www.sina.com)��每日20：30左右
电视：旅游卫视 当日21：00-21：05，次日7：25-7：30重播；中央5台 每日21：50-22：00
电台：湖南电台新闻频道（FM102.8�FM93）当日21：30-21：35，次日7：55-8：00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每日21：00

本报讯 11月14日， 记者从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获悉， 今后出口额100万美
元以上，可申报享受绿色通道制度带来的
优惠。获得绿色通道资格后，企业出口货
物口岸通关时间平均可缩短1天。

据了解， 出口货物检验检疫绿色通
道制度， 是对诚信企业低风险出口货物
实施的一项便利措施———检验检疫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实行产地检验检
疫合格， 免于实施口岸查验直接放行的
管理模式。 湖南检验检疫局通关处负责
人介绍， 绿色通道制度能为出口企业带
来三大好处： 有效缩短了货物口岸滞留
时间，加快通关速度、提高通关效率，降
低企业成本。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林俊

本报讯 据气象部门分析， 今年寒流
来得早，雨雪天气可能性大，而在今年年
内修成的16条1320公里的高速路中，吉
茶、郴宁、汝郴、吉怀等山区高速公路，桥
隧比例较高，极易造成路面结冰，影响通

行。为了应对寒流冰雪天气，湖南省高管
局近日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临长段举行除
雪设备使用操作和维护保养培训，并专门
制定应急预案。

■记者 赵伟 通讯员 江钻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长沙海关获悉，
今年以来，湖南省与日本双边贸易持续下
滑，前三季度双边贸易额13.9亿美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9.3%，创下我国入世以来最大

降幅，其中出口3.47亿美元，下降16.8%；
进口10.46亿美元，下降6.5%。日本也从我
省第二大贸易伙伴退居到第4大贸易伙伴
位置。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黄勇华

出口额达100万美元可申报绿色通道
简
讯

前三季度我省对日贸易下降9.3%

省高管局举行除雪保畅培训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