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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湖南省纽莱佛化工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成立了清算组。 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请
债权人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文波 18173083001

公 告
湘 A686SA 的 陈 博 、 湘
A3LS64 的谢飞波、湘 AE330E
的黄冰、湘 A622HV的王宬: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
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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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6月 2日

公 告
湘 APF165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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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请你于公
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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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6月 2日

公 告
湘 AUK535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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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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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执
行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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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6月 2日

公 告
湘 ALM540刘恒德、
湘 AD729G周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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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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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6月 2日

公 告
湘 AL2246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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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
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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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6月 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在凤凰县政府宾
馆五楼会议室对凤凰县“城乡游
西线旅游景点”经营权、“旅游
景点交通接驳”特许经营权进
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拍卖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的基本情况
标的一：凤凰县“城乡游西线
旅游景点”经营权，其中包括：
1、黄丝桥古城景点、舒家塘
古城堡景点、拉毫营盘景点、天
龙峡风景区，上述景区、景点
经营权 40 年，2、长潭岗水上旅
游交通运输特许经营权 30 年。
标的二：凤凰县“旅游景点交
通接驳”特许经营权 30 年，其
中包括： 1、凤凰县城北游客服
务中心至古城各游客服务分中
心；2、凤凰县城北游客服务
中心至城乡各游客服务分中心；
3、凤凰县城乡各游客服务中
心至县内各乡村景点。
标的具体情况以委托方提供清
单为准。
二、标的查看时间 ：2015 年 6
月 22日至 6月 24日
拍卖报名时间:竞买人须在 20
15 年 6 月 21—28 日前带相关证
件到本公司审核办理有关手续，
经审核符合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须在 2015 年 6 月 28 日下午 5
时前交付保证金（以保证金转
到报名资料指定帐号为准）：标
的一：6000 万元；标的二 ：200
万元。 办理报名手续后，方能
参加拍卖竞价。
拍卖报名地点：凤凰县政府宾馆
联系人：董女士 13974327298

刘女士 13574351858
湘西自治州正阳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31日

遗失声明
谢淑云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
分局 2010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30105600212862 ,声明作废。

◆湖南岳阳监狱杨庆勇遗失警
号 4305445，特此声明作废。

◆杨慈身份证号 43030219871218
502X遗失 2010年 7月 15日核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协林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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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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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
市岳阳楼区城陵矶骆家山路供
销储运公司院内,联系人:易正
华,电话：15073096888
岳阳市中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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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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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
市望岳路街道办事处老垅坡 4号
联系人:陈群,电话：13873097472
岳阳福泰电动车辆销售有限公
司清算组

黄敏湘 A74L07；文化市场稽查
队湘 A34588，长沙广电集团湘
AC7409；刘再红湘 A636F8；龙
骧 公 司 湘 AY4286、 湘
AY4342、湘 AY0513；天辰通信
湘 A25629各登记证书。港航监
督处湘 A45854； 市邮政局湘
A53675各行驶证。 省路桥总公
司湘 A51085 行驶证、 车牌 1
副。 路桥集团湘 AC7874 行驶
证、车牌 1副、登记证书。

公示作废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姜宁华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 0020
1206430000029728，声明作废。

◆黄炳坤遗失 2007年 3月 12日签发的身
份证 350583199010148973，声明作废。

◆刘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2322196211067314，声明作废。

◆李志强遗失驾驶证，证号:
430124198505113733，声明作废。

◆罗志友 2015年 5月 15日遗失二代
身份证，证号 430181196207042154，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航恒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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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路与城南路交
汇处西北角 1114号房。 联系人：
江振东，电话：18756175566

◆罗海涛遗失富基世纪公园三
期三七三八栋一零四商铺收据
一张，金额 6468元，收据编号
3017790，声明作废。

◆邹建国遗失坐落于长沙市望城
区郭亮北路 16号的房屋产权证，
权证号码 00001313，声明作废。

◆廖鹰不慎遗失位于开福区金阳
大厦 2409 室维修资金缴款凭证
第二联，凭证号为：0051096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的卢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5870319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科隆多经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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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凤林，电话：1820749045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尚仁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56593907－4，声明作废。

◆陈诗佳（43011119881207172X）
遗失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就业报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长
沙天心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天心
区国税局 2013年 7月 7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国
税登字 43010356170086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彪节能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和地税正本，税号 430
102550726965，声明作废。

◆陈友良，43232219710313639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旺路五金产品经
营部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L709933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康美百货商行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于 2012年 9月 21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4301221
9800812431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湖之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
2689508225；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68950822-5;预留在
长沙银行瑞昌支行的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丰华泡沫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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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县跳马镇金屏社
区，联系人：童勇舢
电话：1375509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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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专车亮出“三板斧”

更重要的是，神州专车
直接将安全作为用户痛点。

随着专车的快速发
展， 专车的安全问题眼下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几个月来， 各类专车的
安全事件不断见诸各类媒
体， 包括专车司机对女性
乘客的性骚扰、 车辆出现
事故后由于专车提供者是
私家车而无法进行保险理
赔等恶性事件。

神州专车推出的“五
星安全” 计划将从司机保
障、健康保障、技术保障、
隐私保障和先赔保障五大

方面保障乘车人的安全，
全面推动专车市场的安全
标准升级。

据了解， 神州专车的
安全计划，将通过100%查
验司机的无犯罪记录等措
施进行严格的司机背景审
查； 定期对车辆消毒和对
司机进行体检； 自动隐藏
用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
息， 严格保护用户及其家
人隐私； 为车辆装配全球
领先的OBD（全程车载诊
断系统），实时监控司机和
车辆每一个运行细节。此
外， 神州专车还承诺为每

位乘客提供高达百万元的
先行赔付， 针对在服务过
程中出现的意外伤害直接
赔付， 从而构建了全方位
的专车服务安全体系。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国内专车方兴未艾， 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 神州专车
率先推出“五星安全计
划”，标志着专车竞争已经
从简单的价格竞争上升到
服务和安全的竞争。 神州
专车也将通过安全升级进
一步构筑专车竞争壁垒，
并推动国内专车市场发
展。 ■记者 肖祖华

5月30日，岳阳农行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走进该行扶贫
联系村汨罗市新塘乡裕厚村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裕厚
村是一个相对偏僻的乡村，当
地交通较为闭塞，经济相对贫
乏，外出打工成了很多青壮年
村民的出路选择， 留守儿童
多、老弱病残人员多成了当地
明显的人口特征。

活动首站， 志愿者们来
到了孩子们的聚集地———赤
卫小学，该校校长介绍，学校
现有300多名学生，其中有70
名是留守儿童， 一年难得与
父母见几次面。 岳阳农行专
门购置了70个书包、70套新
华字典、词典和绘图本，发放
到每一个孩子手里， 并预祝
他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勉励
他们好好学习，茁壮成长。随
后， 岳阳农行青年志愿者还
看望了村中两户贫苦人家并
送上爱心款。

活动期间， 青年志愿者
还走进农户家中，发放“拒绝
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宣
传折页、“惠农卡” 用卡指南
等资料， 详细向农户介绍了
非法集资的危害以及惠农
卡、智付通等金融知识。活动
受到村民的欢迎， 引起了较
好反响，70多岁的老大爷听
了志愿者关于非法集资的介
绍后， 当即为志愿者点赞：
“宣传得好， 非法集资最可
恶，我是坚决不搞的。”当天，
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受
咨询40多人次。
■通讯员丰国香记者潘海涛

岳阳农行
深入扶贫联系村
献爱心

五星安全直击行业痛点

专车市场越来越热闹了。近日，有着“正规
军”之称的神州专车连出三大政策：优惠继续延
期、安全标准升级、聘请明星代言。业内人士普遍
分析，这很有可能引起专车市场新一轮的竞争。

充100送100再延三个月

一直以来，神州专车的优惠活动，让不少消
费者动心。5月31日，神州专车突然宣布，原本6月
1日应该结束的“充100送100”活动，延续到9月1
日，这相当于为专车服务继续补贴3个月。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神州专车将战线扩展到
全国60个城市， 这种半价的专车服务，3个月时
间估计要烧掉数亿元。其实，从神州专车延期优
惠活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也能找到答案。“真优
惠，不掺水，没有私家车，没有性骚扰。不仅低价，
更要安全”，这样的字眼暴露了神州专车的意图。

面对滴滴快的、Uber这种发动私家车当专
车的对手，神州专车降下身段去搞贴身战，不一
定能讨到便宜，错位竞争，并体现出自家的高档
“招牌”———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百万保障，或
许更适合神州专车。

聘请明星高调代言

与此同时， 神州专车高调宣布签约吴秀波
和海清，通过明星效应，为神州专车的品牌、定
位和形象背书。从明星代言选择成熟、商务风格
的吴秀波，也可以看出，神州专车的目的是抢夺
高端专车市场。公开资料显示,神州专车是国内
租车龙头企业神州租车（股票代码0699�HK）旗
下产品，针对高端商务人士出行推出的带司机的
互联网约车服务。 区别于其他以私家车为主的
“专车”平台，神州专车以“专业车辆、专业司机、
全国网络、百万保障”等优质体验赢得客户。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高级工程师张一兵指出，
时下市场上各类“专车”平台鱼龙混杂，多以私家
车挂靠为主，违反有关法规，司机没有必要的入职
审查，缺乏统一培训和监管，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乃至伤害乘客的事件屡屡发
生，长此以往将严重侵害专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神州专车代言人吴秀波。（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