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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特殊教育学校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004601
桃江县勤工俭学管理站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33101
桃江县振华蔬菜水果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82001
桃江县林业局竹木制品代征税管理站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Z5615000021602
桃江县桃花江镇城南学校建设指挥部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Z5615000065901
桃江县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19602
桃江县马迹塘镇自来水厂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47001
桃江县洪昌科技电子照明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78301
桃江县殡仪馆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证号：J5615000024301
桃江县堤防管理站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051302
中国人民银行桃江县支行工会委员会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Z5615000058701
湖南省桃江县水电设备二厂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15201
桃江县地籍测绘队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024601
湖南省桃江县板溪锑品厂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51401
桃江县光荣院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证号：J5615000024101
桃江县福利石材工艺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24901
桃江县乡镇财政管理局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76101
桃江县煤炭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证号：J5615000043602
中共桃江县委组织部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Z5615000018301
桃江县大栗港竹木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43802

遗失声明
以下各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遗
失，声明作废。

桃江县财政局桃江县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
号：Z5615000004002
湖南省桃江县蛙王粮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14701
湖南省益阳市宏达水泥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41901
桃江县鸿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4670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桃江县支行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58202
湖南省桃江县腊大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19502
桃江县三立广播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65201
湖南省桃江县看守所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069401
桃江县天问茶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71401
桃江通达电脑职业高级中学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74501
桃江县荣昌木业经营部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88101
湖南立达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95301
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Z5615000052501
桃江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Z5615000053802
桃江县达宏石料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141401
桃江县立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56701
桃江县双良木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56201
桃江县桃花江核电项目工作办公室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56601
桃江县林业局专项资金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Z5615000062302
桃江县汉柏斯家具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63701
桃江县长欣油茶生产专业合作社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66401
桃江县科建松木胶板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76502

桃江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82901
桃江县兄弟鞋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83401
桃江县金地农机物资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87701
桃江县大本山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93402
桃江县新天地家私城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194101
桃江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53402
桃江县阳光门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99201
桃江县财政局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证号：Z5615000067501
湖南省桃江县宏达锑业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05602
桃江县打石湾环保木炭厂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07601
湖南罗溪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30901
桃江县顺发制衣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234201
桃江县马迹塘雄雄农机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39901
湖南良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241801
桃江县花果山粮油生产专业合作社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46001
桃江县明光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52501
桃江县万润建材店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253301
桃江县夕阳红中老年康复养老中心
（普通合伙）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
号：J5615000254602
桃江地球卫士壁纸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268801
桃江县春乐竹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76501
桃江县湘源木胶板厂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089701

桃江县大鸿福利塑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53801
桃江县泰昌钙石粉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021801
桃江县东方矿石粉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066601
桃江县石牛石料厂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证号：J5615000080002
桃江县万鑫石料厂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证号：J5615000070802
桃江县向阳饲料碳酸钙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61801
桃江县如益移民酒厂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证号：J5615000236901
桃江县永欣烟花鞭炮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38701
桃江县永吉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45101
桃江县亿佰生态养殖场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证号：J5615000251001
桃江县建新工矿产品经营部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58001
湖南省桃江县罗家坪竹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44201
湖南省桃江县花园竹胶板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26601
桃江县天宇竹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26701
桃江县天龙竹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26301
湖南省桃江县杨林移民竹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26501
湖南省桃江县九龙竹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071701
桃江县武潭镇牲猪定点屠宰厂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150001
桃江县鹏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04101
桃江县鹏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04601
桃江县溜达牛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5615000219001

湖南盛基置业有限公司开的一
张契税:收据号:60493841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恒大华府 31 栋 1901 的业主
文立群声明：该房屋维修基金
收据（收据号：60148651；金额：
玖仟玖佰叁拾柒元整）、契税和
抵押登记费收据（收据号：6014
8603；契税金额：壹万壹仟贰
佰捌拾捌元整；抵押登记费金
额：壹仟壹佰柒拾元整）、土
地登记发证费收据（收据号：
60442502；金额为壹佰肆拾元
整）均已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晟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开具增
值税发票一份，代码 43001421
40发票号码 00326400，尚未认
证抵扣，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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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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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被保险人:吴朝霞车牌号:LS535766
交强险标志流水号:QJAS1405818
230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学院许新蕾遗失报到证，证
号 201311077202641声明作废

马健美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194706131029,声明作废

湘 ACE825廖新根：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强制执行催告》因信件
未收取退回， 现我局向你公告
送达，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
日内到我单位领取《延长扣押
期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
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9月 30日

公 告

长沙县榔梨华洋机械加工厂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8582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蒋浩峰遗失身份证，证号 4310
28198206180013 ;遗失低压电工
证，证号 T431028198206130013
声明作废。 于 14 年 6 月 19 日遗失

胡新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4197409086558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财政学专业 2007年
毕业生谭艳平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710554201427,声明作废

孙煦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
0104197712281019,声明作废

湘 AH2B58胡国兵、
湘 ALE947陈小究：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
己作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
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延长扣押期限决
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
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9月 30日

公 告

溆浦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溆国土资拍卖告字［2014］003号

�����经溆浦县人民政府批准，溆浦县国土资源局委托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
司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

宗地
编号

11107329

位置

卢峰
镇园
艺西
路

土地
面积

42953.5
平方米

使用
年期

40年/
70年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规划要求

建筑密度≤25%
容积率≤3.0
绿地率≥38%

起拍价

6000
万元

竞 买
保证金

1500
万元

履 约
保证金

300
万元

�������相关规划条件：纬一路由开发商承建，并报建设部门审批，建成后无偿交县人民政
府；多层建筑后退园艺西路、纬一路、经六路≥5米，高层建筑后退园艺西路、经六路≥10
米，纬一路南侧一线建筑高度不得超过 24米。

说明：1、以上价格以人民币计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规划条件以溆浦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及拍卖文件另有
规定外）均可按条件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规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具体委托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实施，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以拍卖出让文件为准。 申请人可于 2014年 9月 30日至 2014年 11月 5日，到溆浦
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索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拍卖地块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出让人和拍卖人不集中组织竞买人
现场踏勘，申请人自行到现场踏勘，也可以联系出让人或拍卖人进行现场踏勘。

六、申请人可于 2014年 11月 5日 17时前，到溆浦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或湖南楚天
汉海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1月 5日 17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及履约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将在 2014年 11月 5日 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1、竞买保证金账户：收款人：溆浦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账号：203431224
00100000138261 开户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溆浦县支行 2、履约保证金账户：收款人：
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805130104000373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长沙高桥支行

七、本次拍卖会时间为：2014年 11月 6日 10时，地点为：长沙市鑫远白天鹅酒店（长
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258号）。

八、联系方式：1、溆浦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地址：溆浦县卢峰镇兴隆街国土资源局
政务大厅 联系电话：13319650999 联系人：张先生
2、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华晨世纪广场 B区 18
楼 1826室 电话：0731-82510788、
18107000597 联系人：金先生
网址：http://www.chinahhpm.com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溆浦县国土资源局
湖南楚天汉海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30日

遗失声明
湖南荣山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3年 1月 17 日核发
430000000038498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3小时成交近千间商铺

据了解， 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次性拿
出巨额资金，5折优惠扶持首批建材行
业商户， 在业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些
省外商户在认购比例上接近50%， 与湖
南本地的行业商户平分秋色, 助推长沙
高岭商贸组团成为中国商贸物流业的中
部第一高地。

27日上午，在短短的三个多小时，已
成交上千间商铺。 据高岭国际商贸城项
目负责人黄勇光说， 行业商家认购热情
非常火爆，我们为了控制客流，下午6点
就停止进场， 但仍然有大批客户特意赶
来。

“高岭国际商贸城此次内部认购获
得建材家具商家们如此热烈的追捧，应
该说，与当前长沙城区老市场外迁的大形
势有很大的关系。” 在城南某市场做生意
的家具商欧先生说：“我们那一个市场的
建材同行基本上都到现场来了，大家都想
在高岭抢到一个好位置，因为城区老市场
外迁是大势所趋，高岭国际商贸城将是下
一个长沙的商贸中心，也是商铺快速升值
的商业旺地。”

5折优惠扶持商户，数万行业商家抢购

高岭成长沙下一个造富金矿

“众所周知， 长沙的第
四代专业市场中，高桥不到
20年升值30倍，马王堆10年
升值6倍， 这种升值速度是
其他投资形式不能类比
的。” 在长沙从事28年投资
生意的张恒飞告诉记者，
“随着长沙启动城区老市场
外迁，高岭国际商贸城必将
催生新一轮的商铺投资机
会。”

不过，高岭国际商贸城
从一开始就不是把目光放
在卖铺赚钱上，而是抱着长

线发展的眼光来开发运营。
其独有的“售卖二八定律+
自持部分物业”经营模式是
打造中部商贸集群第一高
地的根基所在。

“高岭国际商贸城整体
进行业态布局，自持部分物
业，作为持续做旺市场的基
础。 用于出售的80%面积供
应给厂商、批发商、代理商
等行业买家，只有约20%的
面积向投资者销售。80%由
行业商户自营，就是做旺市
场的强大保障。”黄勇光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
建设中部商贸物流枢纽 ，
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
展的“发动机”，需要一个
规模更大、 产业聚集度更
高、大物流配套更强、技术
平台更先进、 商业竞争力
更强势的市场集群。 所以
说， 行业大市场集聚高岭
商贸组团， 其意义不仅仅
只是人们购物换个地方那
么简单， 更是湖南利用地
理优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的战略布局。

9月27日，高岭国际商贸城正
式启动内部认购， 来自湖南、湖
北、贵州、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的
数万行业大户厂商排队进场认购，
首批旺铺被行业买家一抢而空。仅
27日上午，就成交上千间商铺，创造
长沙奇迹。高岭国际商贸城是湖南
省委省政府、 长沙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重点项目、 商贸物流龙头项
目。

高岭助推长沙
领跑长江经济带

9月25日，国务院全文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指导意见》。《意见》 其中确
立， 以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
为轴线，以长江三角洲、长江
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
群为主体的城市群。

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城
市群, 以长沙武汉南昌为核
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 以成
都重庆为核心的西部城市
群, 其中长沙作为全国三条
干线高铁的交会地枢纽,当
仁不让成为中部城市群的核
心龙头, 在商贸物流产业上
领袖群伦。

高岭国际商贸城响应国
务院最新的长江经济带政策
精神, 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
首期封顶,启动招商认购，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长沙速度。

9月27日内部认购当日，
云集了来自珠三角、长三角、
云贵川等各地的行业大户厂
商。据了解，这些省外商户在
认购比例上接近50%， 与湖
南本地的行业商户平分秋
色, 助推长沙高岭商贸组团
成为中国商贸物流业的中部
第一高地。 高岭国际商贸城
作为全球商品交易集散地,
各路商家、资本风云际会,共
同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商业传
奇。 ■记者 侯小娟

造就下一个造富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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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地的商户特意赶来抢购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