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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遗失声明
刘达文保单号 80125201643012
1000001-1000002，发票流水号
0003681624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临湘市中顺矿业有限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勇子
电话：18007304788 地址：临湘市北环路

申报公告
请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新校

区一期工程建设的各施工队及
施工人员于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向湖南华顺实业有限公司及
时申报工程欠款及欠薪情况。

58离 174自办公司房车齐儒雅大气
征 53 下身心健康女 15111233789

53丧孩成家生意人房多处及门面贤淑
又能干征爱家男上门 15873169895

45离自开养身馆独住房秀丽端庄征
无不良嗜好男成家 13272455765

38离未育省级单位房车齐备温婉
灵秀征有孩男成婚 13142019199

爱心驿站婚友

女
女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726

男
女

遗失声明
长沙奥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胡世彪法人章和财务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他更爱日用品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4年 12月 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
5600411256；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402811990061004
190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上
午十点在我司会议室公开拍卖
机动车数辆（车型有本田、别
克）。 请有意竞买者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竞买保证金 1 万
元/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报名时间： 2016 年 1 月
25日至 2016年 1月 26日。
预展、报名地址：东风路湖南
汽车城 1楼。 联系人：唐经理，
电话：13874804572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景秀前程花卉盆栽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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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英 电话：13607303767

遗失声明
黄晓华不慎遗失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自考专科毕业证(证
号 23210)与自考本科毕业证
(证号 27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大学使用的湖南省行政单
位往来结算收据湘财通字(20
15)No.01716605、01716608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异如日用品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2 月 2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30419770521
2059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北京建极峰上大宅装饰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
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注销
完毕 ，相关债权债务转至湖南
峰上大宅装饰有限公司，原属
分公司保修的客户也一并转入
湖南峰上大宅装饰有限公司保修。
联系人：王相峰 电话：89721628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东站灵智玩具商
行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地方税务局于 2013年 9 月 23 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21981082416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万和天宜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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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轩，电话 18773120125

注销公告
长沙嘉汇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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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湘庆.电话:0731-85223718

遗失声明
盖世骏宝科技开发（湖南）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了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5年 1月 20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430111000288367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2015年 2月
6号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32940934-6；国税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1
13294093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荣秦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3385441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德菲轩服饰有限公司遗
失收据两张，收据号：2821478；
13018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彩装饰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于 2014年 8月 2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000130997；
另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号 39584359-7，以上证件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规划信息服务中
心遗失由中国建设银行望城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26289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田野农资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由龙山县工商局 2015
年 1 月 7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30000011422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和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彭飞宇私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德宝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1年 7月 20日
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0102000135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秦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大喜江南文化传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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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
道芙蓉北路 235 号 506 房.联系
人：康杜亮，电话：15074811172

面 向 全 省 诚 招 各 市 、 县
“南山”系列乳制品总经销商。
另招聘促销员（包吃住上保险）。
低门槛、高回报、全程扶持。
联系人：周先生
0731-84325817、13910307405

全省招商

高收酒店设备空调
厨具桌椅电器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87772726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公告 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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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快捷 区域不限 大额资金
专业承接房地产开发， 土地，工
程项目；各类矿产资源，电站，酒
店，学校，林业，种养殖业，大中
小企业等投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全省招商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3787284183信用卡办理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郴州支公司银保部不慎遗失
75份银保单证，号码段是 128
43192-12843200、11086102-
11086103、11086106-11086140、
11086143-11086167、11085751
-11085752、11085702-11085703，
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1月18日讯 今日，三一
重工价值45亿元的可转换债券在
上交所正式挂牌。 募资拟用于海
外产业园投资建设、 工程机械产
品研发、 国内装备制造与住工公
司股权收购等重大项目。 可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定为7.50元/股。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
近年来，三一重工率先抢占“一带
一路”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国际
市场。三一在海外的发展，已经逐
渐由工程机械领域拓展至风电、
PC装备、矿产、港口等领域，并从
单纯的设备销售， 转为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在新业务上，除了新能
源、住宅产业化、港口设备等业务
板块外， 三一还在金融领域持续
发力。 不仅积极筹备湖南第一家
民营银行三湘银行， 还发起成立
了国内首家装备制造业的专业保
险公司久隆财险。另外，三一计划
投资20亿元打造的创新孵化平台
也已正式启幕。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胡思

上周刚刚发布2015年预亏
最高达5.3亿元的公告后，1月18
日， 中钨高新又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最晚于2月5日复牌。

据公告称，中钨高新拟向湖
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五矿有色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多家矿
业企业的全部股权或者部分股
权。一旦重组成功，中钨高新有
望成为钨行业中的巨头。

【业绩】
预亏4.8亿元至5.3亿元

1月15日，中钨高新发布了
其2015年全年业绩预告， 根据
预告显示， 中钨高新2015全年
净利润预计亏损4.8亿元至5.3亿
元 ， 最 大 下 降 幅 度 可 达 到
2508%， 而基本每股收益-0.
843元至-0.763元。

对此，公司解释称，受宏观
经济减速的影响，公司下游行业
需求收缩明显，公司所处产业链
从钨原料到硬质合金产品价格
一直在下行区间运行，公司业绩
报告期内持续受消化原料及硬
质合金产品市场价格下滑带来
的双重挤压。

2013年11月25日， 中钨高
新摘掉了*ST的“帽子”，如今刚
刚过去两年时间，中钨高新再度
面临大幅亏损的情况。

【动态】
拟收购7项
五矿旗下的矿业资产

据中钨高新18日发布的公
告显示，中钨高新拟向湖南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五矿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等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南柿竹园有
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湖南有色新田岭钨业有限公
司100%股权、 湖南瑶岗仙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50.02%股权、江
西省修水香炉山钨业有限责任
公司51%股权、衡阳远景钨业有
限责任公司98.33%股权、 南昌
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71.22%
股权、HPTec�GmbH公司（德
国）100%股权等资产，实现公司
上下游产业链进一步完善的目
标， 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10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上述7
家公司多数为有色矿业企业，且
主要矿藏以钨矿为主。

中钨高新换血湖南有色，即将复牌
2015年业绩预亏最高达5.3亿元

去年1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冶集团将整体并入五矿集
团。 两家企业重组属于同一产业链上， 具备不同优势的企业间
“互补”重组。

此次，五矿集团以及其控股的湖南有色集团，几乎将他们旗
下涉及钨业的企业，均置入到中钨高新旗下。这属于上述“互补”
重组的升级版，即整个钨业产业链条的大整合，一旦成功，则意
味着中钨高新将升级成为一家集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贸易的
大型钨业企业。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此次中钨高新重组的大背景。据工信部1
月15日消息，工信部发布钨行业规范条件，并规定了矿山建设规模。

在这一行业规则出台不久， 中钨高新即推出了大规模的整
合重组， 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2016年公司业绩再度出现亏损情
况，同时还是五矿集团为应对整个冶金行业下行周期，整合重组
旗下产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记者 黄文成

三一重工
45亿元可转债挂牌

中冶并入五矿，中钨高新从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