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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收藏

田应庭，身份证 4331011988111
51031，湖南农业大学自考本科
企业财务管理专业，人事档案遗
失，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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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业务 QQ：602058576

星沙点：13607490384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长沙摩马清洁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
税号 43011157434366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圣龙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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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武 ,电话 18673116524

注销公告

汉寿县财政局遗失账号为
07236008091001 核 准 号 为
Z5582000008601 的开户许可证正、
副本，账号为 03809708096001 核准
号为 Z5582000008501 的开户许可
证正本，账号为 08714208091001 核
准号为 Z5582000007901 的开户许
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湖南省汉寿县地方税务局遗失账号
为 873605055508091001 核准号为
Z5582000020901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报业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拟在望城金山桥社区建设

“湖南报业文化城二期三批工程
建设项目”, 总占地面积为 43777m2，
总建筑面积为 177504.59m2。 营
运期废气、废水经处理后达标外
排; 采取降噪隔声措施后噪声能
够达标; 各项固废能得到妥善处
置;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征求意见
时间：2013 年 1 月 6 日至 16 日
参与方式：公众以信函、邮件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提交书
面意见。
联系方式：1625635010@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香港中国森林控股有限公司长
沙代表处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在
长沙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 239
号中城丽景香山园第 33栋 1802 房。
首席代表：曾庆祥 业务范围 ：从
事与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有关的
非营利性业务活动 。 驻在期限：
2013 年 6 月 18 日。 特此登报声明。

声 明

凡已在我公司开发的两个项目 1、
开福区德雅路 1191号《才子佳苑》
二期定购房屋， 房号及订购人如
下： 4-1403 粱中苏 5-1801 周静、
5-1803 廖君、廖镇兴；1、芙蓉区东
岸乡《才子佳郡》项目定购房屋，房
号及订购人如下： 9-807 龙兵；请
以上未按时履行协议或合同的客
户，即日起三日内来我司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我司将按双方约定收回
该房屋另售，所交定金不退（已签
合同客户按合同条款处理）。

特此公告！
长沙才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 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
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唐李
电话:15084854339
长沙中矿冶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建成线缆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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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华,电话 13677353348

注销公告公 告 ������1、项目概要。 长沙市房地
产开发公司拟在长沙市雨花区
建设“长房·天翼未来城”建设
项目,总投资 12.8 亿元,总建筑
面积 239476m2， 该小区建成后
为一商住综合区。 施工期、营运
期废气和废水经处理后达标外
排;采取降噪隔声措施后噪声能
够达标， 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
影响; 各项固废能得到妥善处
置;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2、 征求意见时间：2013 年
1月 8日-2013年 1月 17日

3、公众参与方式:公众以信
函、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
评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4、联系方式：长沙市房地产
开发公司 谢经理: 13975880709;
长沙市环科所 谭工:��13637487978
734246570@qq.com

2013年 1月 8日

“长房·天翼未来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长沙市天心区浩云电子产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0 年核发的个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103600124951,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正副本卡, 代码 L36267498,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号码
43052119870228879701, 以上证
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鲁龙生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遗失
433126198207125512，声明作废。

湖南宝邦投资有限公司预留长
沙银行芙蓉支行财务专用章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猫女内衣店丢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16
00294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女子身份证号码：430103
198211093587，声明作废。

任凡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 163001220660，发票
号码 00478173，声明作废。

刘承宗，身份证 4331231988011
40011，湖南农业大学自考本科
企业财务管理专业，人事档案遗
失，声明作废。

新“蛇票”上市3天身价涨了15倍
专家提醒：警惕盲目追高后的投资风险

【现场】
凌晨三点排队抢购“蛇票”

《癸巳年》生肖“蛇”邮票1月5日
在全国发行。

5日当天， 长沙市集邮公司火车
站、侯家塘、麓山南路等营业网点，凌
晨5点左右就有集邮爱好者在严寒中
排队。记者约9点赶到侯家塘网点时，
营业厅内挤满了购买蛇年邮品的爱
好者， 限量1人购买一个四方连的裸
票已销售完毕，只有邮折和其他纪念
性邮品供应，但购买的人气仍然很旺。

在喧闹的人群中，一对老年夫妇
正在专心书写信封，柜台上已放了一
大堆。“我们夫妻是一对集邮迷，今天
早上6点钟就从东塘来到这里排队，
总算买了两个四方连和三本邮折，还
领取了20套预订票和20本小本票，
这100多个信封是我向各地邮友寄发
的首日封。”大妈告诉记者，今年的蛇
年邮票设计得很有特色，通过传统的
祝福方式， 书写实寄蛇年邮票首日
封，意在与朋友共享吉祥富贵、四季
平安的盛趣。

【行情】
面值24元大版票身价翻了15倍

1月6日，记者走访了长沙市体育
馆路的奥克集邮市场。邮商张老板表
示，蛇年邮票上市当天大版张的价格
就已经达到了300多元， 最高峰涨到
了390元，1月6日的价格稳定在370元
左右，相比于大版张24元的面值，身价
翻了15倍。

此外， 面值为7.2元的小版张涨至
105元。 面值12元的小本票市价为38

元， 单枚的售价也从1.2元涨到8元。
张老板称，“蛇年邮票的高开程度甚
至超过了去年的龙年邮票，当时龙票
的开市价格仅为170元， 远不及现在
蛇票390元的高位。”

天心阁古玩城张老板表示，今年
邮市的整体行情都好过去年，外部环
境决定了蛇年邮票的走势，加之年底
送礼行情的到来，蛇票邮票迎来新的
机遇。

【调查】
长沙“蛇票”价格高过京沪

长沙市集邮协会副秘书长卢伯
雄介绍，从1980年国家邮政发行“猴
票”至今，生肖邮票已持续发行了30
多年。2013《癸巳年》生肖蛇是该系列
邮票的第3组、第10枚邮票。

“今年蛇票与工艺美术类的第1
轮、 剪纸艺术类的第2轮生肖邮票相
比， 图案注重卡通形象艺术的运用，
充满喜气。”卢伯雄介绍，新款“蛇票”
采用了新技术防伪油墨，在紫外灯照
射下，邮票画面上的宝珠可发出明亮
的光，像“夜明珠”一样漂亮，所以很
受大众青睐。

记者调查发现， 与其他城市相
比，今年长沙的“蛇票”价格甚至高过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1月6日长沙蛇
年大版票的价格仍维持在370元，但
北京邮市的价格已从5日的390元跌
至330元。据介绍，这是由于长沙市委
市政府在2012年4月份启动创建“全国
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活动，新增了不少
集邮爱好者，2013年的新邮预订计划
对新订户已无法满足，许多市民只能去
网点排队购买或在二级市场购买，间
接拉高了长沙市场“蛇票”价格。

尽管蛇年邮票价格涨势喜人， 但卢伯雄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今年蛇票
的开盘价高过龙票，按常理来说是不正常的，应该是人为操作造成的爆炒。”

卢伯雄透露，除开去年发行的“龙票”和第一轮、第二轮“蛇票”，往年发行
的生肖邮票价格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调，就连第一轮“猴票”都从去年
上半年1.2万元的高位下调至1万元左右。

长沙邮商刘老板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蛇票已经位居高位，投资风
险正在逐步放大，不建议盲目追高，需要适当注意风险。

生肖邮票历来受到集藏爱好者的关注，1月5日发行的《癸巳年》生肖“蛇”邮票在短短几天之内身价倍
增，高开程度甚至超过生肖“龙”邮票，令人始料未及。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目前蛇票价格已居高位，投资
风险正在逐步放大，不建议盲目追高。 ■记者 何梦青 通讯员 雄风

追高投资“蛇票”有风险

1989年发行，全套邮票一枚，面值8分，现市
场价5元。该套票由吕胜中设计，画面图案独辟
蹊径，整条蛇在画面上形成一个圆形图案，不但
展示了蛇的整体形态和基本习性， 而且充分体
现出蛇的机警和俏皮之态。 蛇身绘满牡丹、荷
花、菊花和梅花，头部口中吐出吉祥的灵芝草，
取“蛇含灵芝，四季平安”之意。

《己巳年》第一轮蛇生肖邮票

2001年发行，全套邮票二枚，面值分别为80
分、2.80元，现市场价30元。该套邮票由呼振源
设计。邮票图案分别为：“祥蛇祝福”和“祥运普
照”。“祥蛇祝福”取材于民间剪纸艺人白秀娥的
一幅剪纸。“祥运普照” 图案为两条盘蛇相对衔
朵莲花，意为大吉祥。

《辛巳年》第二轮蛇生肖邮票

2013年发行，分别为全套邮票一枚、面值
1.20元，小版张邮票一枚、面值7.20元，小本票
邮票一枚、售价12元。该作品从参评的30多个
方案中脱颖而出，票图设计围绕着“搜神记”中
蛇报恩的故事展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行善”与“感恩”，在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
能量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癸巳年》第三轮蛇生肖邮票

2013 年
伊始，“蛇票”
走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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