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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岳阳市龙成酒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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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 电话：18673017777

注销公告
湖南三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602000038230）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人向公司易文祥（18973013975）
书面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金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91430
1047923666918）； 开 户 许 可 证
壹份（编号 ：5510 -00692376）；
机构信用代码证壹份（证号：0000
521710）及华融湘江银行国旺支
行开户的银行印鉴章贰枚（湖南
金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及高崧云印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38 离经商靓车宽房诱人曲线丰润
性感不想婚约只交友 15111233789

53丧个体房多套生活富裕情感孤独
找个伴平淡度晚年 13142019199

49丧女独立拆迁户房 3套收入稳定
征诚朴实在男可上门 13272455765

42离无孩私人主年薪 40万以上房车
齐征 52 内男共营爱巢 15873169895

爱心驿站婚友

女
女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726

女
女

遗失声明
长沙泽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329377065，声明作废。

公示作废
段志坚湘 A53015 行驶证、登记
证书。 周军湘 AD0195行驶证。 城
管综合执法芙蓉区大队湘 A37343
登记证书。 李海泉湘 A69203车牌
1副、登记证书。 肖增荣湘 A33530
行驶证、车牌 1副。

遗失声明
湖南中顺劳务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0
年 11月 17日核发的国税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56
35429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佳康科技有限公司将湖
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
税号 4301113256422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学海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
湘交运管许可长字 4301000008
49 号；遗失车辆湘 A49479、湘
AGS817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火风品牌策划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
110000912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益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 4313000053503），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3820000141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诺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06635397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确食有味餐馆遗
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9月 29日核发注册号 43012
4600400192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恩欧霖服饰贸易有限公
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4年 4月 2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1050001159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润丰达生态农业科技（长沙）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定解散，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磊 电话 18787310387

遗失声明
长沙兄弟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创美暖通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和方彦私章，
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B676V的刘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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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请你于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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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1月 26日

解散清算公告
湘西兴运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成立清算组。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
责任人：熊应考，电话：18174382723

注销公告
湖南进士网络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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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鋆 电话 1867035015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长沙油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旭：本会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在
本报上所发公告文字错误，更
正如下：……本会主任将依法
指定傅战松担任首席仲裁员，
冯亚雄担任仲裁员，与霍亮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6年 2月
25日上午 9时开庭仲裁。 特此更正。

遗失声明
湖南省钢结构行业协会遗失社
团会费手工票两份，购领证号
1538，湘财通字（2014）No0102
1144，湘财通字（2014）No0102
114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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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3787284183信用卡办理

豪润直投
公司秉承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的宗旨为各类企业解决资金困
扰，实现双赢局面。

诚聘商务代表，非诚勿扰！
18656078538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源自美国技术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一根根“植入式”增
发， 哪里稀少补哪
里，少多少补多少，
不伤头皮。 现场 1
小时一次性解决各
种脱发、头发稀少、
伤疤、斑秃、白发人
群头发终身问题。
增发后如自身生长
头发，能排油排汗，
自由呼吸、 睡觉洗
头打球都不掉。

鼎尚风彩

凭此广告现场体验、免费赠送 500根
www.dnsfc.com0731-85131218

地址：长沙市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湖南供销大厦 2001室

家人陪同不上当，比效果，比价格，比保障，货比三家不吃亏

增发前

增发后

在IPO新规实施后，上周五
A股迎来新规下首只新股高澜
股份。 随着新股预缴款制度的
取消， 打新更像是一次“大抽
奖”，申购程序并不复杂，基本
上是零代价申购， 而一旦成功
中签，可谓是“稳赚不赔”。

当前市场处于震荡阶段，
对于投资者来说， 能有稳定收
益的投资品种已不多， 而打新
或可提供一定的收益保障。这
也意味着打新已进入“摇号”时
代， 如高澜股份中签率只有万
分之二。

本周可每天“免费”打新

在高澜股份成功拔得头
筹后，本周新股发行将迎来小
高峰。根据交易所信息，本周
每日都有一只新股可供申购，
这是近年来较为罕见的发行
节奏。

具体来看， 本周发行的新
股包括中小板1只， 主板两只，
创业板两只。 深市的苏州设计
已经在周一完成了申购， 海顺
新材和鹭燕医药分别在周二和
周五发行。此外，沪市主板新股
东方时尚、 南方传媒则分别在
本周三、周四首发。

根据个股发行量来看，南
方传媒发行量最大， 达到了
1.69亿股， 申购限额约在5万
股。另外，东方时尚发行量也在
5000万股。 从已公布的发行价
来看， 除了南方传媒预估为
6.13元外，其余都超过10元，且
创业板的两只都超过20元。此
外， 下周一发行的天创时尚预
估发行价为9.8元。

中签率低堪比彩票

虽然取消预缴款制度带来
的福利是打新“零代价”，但并
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付出， 除了
持股市值的要求以外， 还将承
受中签率骤降的结果。

1月24日晚间，高澜股份中
签率出炉，仅有万分之二，远低
于此前市场预期。 高澜股份于
25日进行摇号抽签，26日公布
中签结果。高澜股份于1月22日
开启申购，发行量仅1667万股，
全部通过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
0.02% ， 超 额 认 购 倍 数 为
4334.62倍。

可质押股票融资

在老规则时期， 去年券商

纷纷推出了融资打新的服务，
即所谓打新“神器”。不过，新规
出台后，无需预缴资金，打新神
器也失去了这一优势， 但记者
查看部分券商APP发现， 打新
神器依然能够进行融资贷款。

如华泰证券投资者可以通
过华泰证券“涨乐财富通”移动
客户端打新“神器”，将手中持有
的证券进行质押，次日即可获取
资金，且可随借随还。此外，中山
证券“小融通”、 上海证券“速e

融”等的情况也十分类似。
因为根据新规， 一旦幸运

中签， 投资者就需要履行缴款
的程序，在T+2日终时，确保资
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如果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
购。因此，投资者最好在账户中
保留一定量资金，以避免中签后
没有认购资金而被列入打新
“黑名单”。 ■记者 黄文成

打新股如同“免费抽奖”，本周天天有
新规下打新中签率更低，业内认为或将推动场外资金回流市场

观察

每日一只新股， 有投资者开始
担忧， 这是否将对本周市场产生冲
击。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新规
取消了预缴款制度， 减少了新股发
行对市场的冲击。

民生证券发表研报指出，在新规
则下，IPO发行通过市值配售、取消预
缴款、设置弃购惩罚和实施中小盘股
直接定价等机制，减少了新股发行对
市场的冲击。同时，监管层对首批新
股的发行节奏控制在一天一只，预计
新股发行对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市
场有望进入平稳修复期。

新股对市场影响有限

财富证券李朝宇向记者表示，
一方面由于新规取消了预缴款，将
不会出现此前大量资金冻结的情
况， 这就很好地缓解了市场的流动
性紧张的问题； 另一方面，IPO发行
通过市值配售， 此前割肉出逃的资
金将转向打新，如空仓时间较长，或
者持股市值不够的投资者， 就需要
买入二级市场的股票来满足打新需
要，这将推动场外资金回流市场，从
而缓解市场资金紧张的状况。

或利于场外资金回流

打新不用预缴款，中签率或将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