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一“太空舱”无证经营被勒令关门
此类旅馆多人混住，财物易丢失，且达不到消防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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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湘煤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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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莎萍,电话：13027434841

注销公告
长沙旗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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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智勇,电话：18627586711

注销公告
湖南协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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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成,电话：17773162270

注销公告
长沙普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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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海 电话：17759129020

注销公告
汨罗市天翔砂石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木夫 电话 13707407316

遗失声明
湖南金润泽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湖南同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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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邵景伟，电话 13973969009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大自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出的 2015年投标保证金
1万元收据，声明作废。

◆刘玉秋湘潭大学 2007年毕业生
报到证号 1071053010282遗失，
声明作废。

公司更名通知
因业务发展需要，原万邦德
（湖南）天然药物有限公司已
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在湖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更名
手续，变更后名称为“湖南华宝
通制药有限公司”。 现将更名
后有关事项作告知如下：
一、我司自即日起启用新的公
司名称及印章，自登报之日起，
原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及
各类业务专用章将停止使用。
二、除名称变更外，公司开户
银行、账号、税号及联系地址、
电话、传真等均保持不变。
三、公司名称变更后，原“万邦
德（湖南）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的资产和债权债务以及对外签
订的各类合同、协议的权利义
务和服务承诺 ，均由“湖南华
宝通制药有限公司”依法承继。

湖南华宝通制药有限公司
2016年 1 月 19日

遗失声明
慈利县胜年吊装拆除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821796859231声明作废。

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调扩区项
目环评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毕，
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对该项目
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意见和建
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映并
索要简本。 有限期为见报公示
后 10天内。
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长沙雨花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联系人：张工；
电话：15367888828；
电子邮件：469214407@qq.com
2、评价单位基本情况
评价单位：长沙环境保护职业
技术学院；联系人：汤工；
电话：0731-85622710；
电子邮件：hb_hpzx@163.com
公示单位：长沙雨花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长沙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

2016年 1月 19日

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
调扩区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示（第二次）

遗失声明
湖南湘约时光海餐饮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发票一份 ,代码 24300
1570092,号码 21691414,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文文不
慎遗失护士职业证书（证书编
号：200843001693），声明作废。

◆杨敏遗失 430122004816号道路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李能遗失 C1驾驶证，证号：4305
23199703113515，声明作废。

◆高洁遗失身份证，号码为：4301
81198010083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富仁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及法人雷志明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宁乡县金星耐火材料厂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湘地税 430124196401109378
号，特此声明作废。

◆刘莉娜遗失五矿嘉和房地产公
司开具的紫湖香醍第 31 栋 2 单元
1103房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1 份
（第 壹 联）， 发 票 代 码 24300140
0243， 发 票 号 码 20114888， 金 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丁盟、柳莹遗失长沙世贸地产
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 4张,发票代码 243001301196,
发票号码 20416465、20416419、
20405111、20334294,声明作废。

◆甘红祥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报税联及发票联 ,发票代码 :
143001520660, 发 票 号 码 :0106
8158,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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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史伟玲不慎遗失位于岳麓
区金星北路二段 89 号恒大
华府 35栋 805室维修资金缴
款凭证第 1 联、第 3 联，凭证
号为 000053293x，声明作废。

◆马涛涛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
4301030015002719，声明作废。

◆王欢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11198301102168声明作废。

◆胡明红遗失 2014年全国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英语(卫生 A 级)成
绩单，证书号为 :11112037，
特此声明作废。

◆胡志军(身份证:430321196412
016419)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遗失，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对湖南省活动执行、
物资制作类广告供应商进行公开
招标：

招标范围：湖南省所辖范围内
报名网址：登录网址http://v.

ihaier.com进行注册报名
报名时间： 截止日期2016年1

月29日
报 名 邮 箱 ：huangzilei.

pp@haier.com
联系人： 营销总监 黄自磊：

18188508510���项目接口人 王丽：
18666085578

详情请关注海尔长沙官方微
信，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加
入！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月18日讯 初见
“太空舱”的兴奋劲儿还没
过去呢， 关于它的负面消
息就来“抢眼球”了。1月18
日，“外地游客入住长沙
‘胶囊旅馆’， 数千元财物
失窃”的消息曝出，想必令
很多跃跃欲试的市民大跌
眼镜。

不久前，这种名为“太
空舱”的住宿方式在长沙悄
然兴起， 并在网上走红，因
为价格低廉， 形式新颖，吸
引了大批年轻人入住（见本
报1月15日A1版报道）。三
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在
长沙已有十余家这样的“太
空舱”旅馆，不过，大多处于
无证经营状态。

旅馆“上下铺”
变身时尚太空舱

1月18日下午， 记者走
访了长沙多家“太空舱”旅
馆，它们基本上位于五一商
圈、火车站商圈等繁华地段
的商住楼里，经营模式大同
小异。

这些旅馆几乎都是由
一个套间改造设计而来，分
为休闲区、休息区、洗漱区、
储物区等几个区域。

休闲区是套房的客厅
改造的，有沙发、电脑、桌椅
等物品，有的旅馆还支了帐
篷当床铺出租；储物区有带
钥匙的铁柜，方便住宿者存
放东西； 洗漱区是卫生间；
休息区则是位于房间里的
“太空舱”， 类似于上下铺
床，但被设计成了时尚的太
空舱模样。

2平方米迷你“卧房”
一晚上三五十元

按照房间的不同，供睡
觉休息的“太空舱”分成了
男生区域和女生区域，每个
“太空舱” 床位都装有帘子
等物，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
的空间。这个所谓的“太空
舱”床的面积约2平方米，里
面被子、电视、插座等物品
一应俱全。旅馆的“太空舱”
床位都在20个左右。

记者统计了一番，在几
家大型旅游网站上，长沙有
16家“太空舱”旅馆做了推
广，价格为每晚35元到68元
不等。

“像回到大学宿舍”
夏秋季节一铺难求

在几家“太空舱”旅馆
里，记者也碰到了几名住宿
者，他们都是初来长沙的外
地人，或是旅游，或是求职。
在他们看来，“太空舱”旅馆
很新奇，“隔着一张床就能
聊天，有点像是回到了大学
宿舍的感觉。”

旅馆老板告诉记者，前
来住宿的客人以学生、旅行
者及求职的年轻人为主，基
本上都是80后和90后，要么
在网上直接在线支付订房，
要么预约后再过来看房付
钱。

走访中， 记者发现，这
些旅馆的生意都还不错，剩
余的床位并不多。几位老板
表示，因为价格低廉、形式
新颖，很受年轻人欢迎，“目
前是淡季， 订的床位不多，
夏秋季节生意好的时候通
常是一铺难求。”

随后，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
了辖区的派出所。 芙蓉区定王台
派出所丰泉古井警务室的社区民
警告诉记者， 出租床位在30个以
下的属于家庭旅馆，“这些‘太空
舱’ 旅馆基本都达不到特殊行业
的消防验收标准， 目前大多都是
在无证经营， 也很少有来派出所
进行备案的。”

民警介绍，1月15日， 位于解
放西路鸿盛大厦的印象长沙“太
空舱”客栈被人举报无证经营，而

且也没在公安机关进行过报备，
已经勒令其关门。

丰泉古井警务室的民警表
示，针对家庭旅馆的特殊情况，家
庭旅馆在配备了一定的消防设施
后，到公安机关报备并签订“治安
责任状”，也是允许经营的，但必
须引入旅馆信息登记系统， 对住
宿者实施一人一证登记。“如果是
无证经营，又没报备，派出所接到
举报后肯定是要按规定责令关门
的。”

1月18日，湖南福彩方面透露，
2015年我省销售福利彩票77.72亿
元，同比增长4.82亿元，增幅6.6%，
销售总量居全国第九位， 增量居全
国第六位，增幅居全国第八位。全年
为国家筹集公益金21.2亿元， 同比
增幅5.5%。全省福彩人均销量115.3
元，同比提高6.4元。投注站年均销
量72.2万元，同比提高1.6万元。

据悉，2015年我省共中出“双
色球”一等奖51注、“七乐彩”一等奖
14注、“刮刮乐”百万以上大奖6个、
视频型彩票25万元以上大奖512
个， 全省全年福彩累计中出奖金
45.65亿元。2015年， 我省福彩市场
的发展壮大还为社会新增就业岗位
2000余个。

■冯平 潘海涛

去年我省福彩
销售77.72亿元

海尔湖南分公司活动
物资类供应商招标公告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却发现，几
家位于商住楼里的“太空舱”旅馆门
外都没有悬挂任何招牌，看上去与普
通的民宅无异，但门都是虚掩的。

旅馆属于特种行业， 需要办
理特种行业经营资格证， 这是基
本的流程，但在几家“太空舱”旅
馆内， 记者却没有发现悬挂任何

营业执照。对此，旅馆的老板表示
已经办好了，只是没挂出来，但当
记者要求查看营业执照时， 他们
却一再推脱。

此外，由于多人混住，新闻曝
出的入住太空舱后出现财物失窃
现象在所难免。 在此也提醒市民
注意财产安全。

多属无证经营，需注意财物安全

民警提示

调查

“太空舱”或存火灾隐患

长沙一家“太空舱”客栈里，一名大学生住客在看电视。 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