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豪”公司角逐春节发红包大战
网友开策：要实惠不要优惠 提醒：今年玩法多，不明红包莫乱点

2016.1.27��星期三 编辑 贺齐 图编 言琼 美编 陈阳 校对 张郁文A10 经济·热点

遗失声明
长沙享美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号：
J5510025130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飞达房地产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注册号 430600000016
138）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郑骋昊（13237306789）书
面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公司出售
出售开元汽车运输公司，因
集团业务转型需要，现优价
转让全省 29 家汽运公司，
收购即可盈利，电话咨询：
18631179268，邮箱咨询：
gaizhi@kaiyuan.net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长沙市宏远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省望城县铜官古窑陶瓷厂、
雍树林：本会受理的 [2013]长
仲字第 769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望城支行与你们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仲裁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3]长仲裁字第 769 号
裁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
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话：0731-8441326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品迪装饰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黄磊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晓琪食品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3 年 10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560
0370656。 长沙市开福区旺达
食品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开福分局 2013 年 5 月 3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
0105940004760，声明作废。

公 告
长沙富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联系人：
王凯誉 18673102426。 原公司
账户无法使用，债务人未付款
项请向此账户支付：招商银行
长沙分行 6214857210692705，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农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5年 7月 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0
0000272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润祥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年 6月 26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111000248352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学红建材经营部遗失财务章、
合同章及（朱学红）法人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湘 A5ES17 的道路运输证，
湘交运管长字 430100012464号，
声明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翰星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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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贤光 电话 18108478991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常德中
心支公司遗失 318银保通单证
133份。 银保通单证号为：
11091368、11091387、12852344、
12852601、12852616、13079593、
13079595、13079666、13079676、
13079680、13079395、13079376、
13254251、11091515、13255115、
13254703以上为单号。
13079590-13079591、13079617-
13079618、13079391-13079392、
12853095-12853098、11091383-
11091386、13254502-13254506、
12853086-12853093、13079398-
13079406、13254487-13254496、
11091422-11091431、11091372-
11091381、12852677-12852691、
13254366-13254381、12852692-
12852711以上为连号。 以上证
件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四季顺保险卡 B
款，版本号为 5220001109，流
水 号 为 81136、90362 -90367，
共七份；遗失机动车辆保险单留
存联 21100011010107337989
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湘潭市鲲鹏园林有限公司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8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
300000019188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代 码 为 748394871 的 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摇满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0771762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翼发通通讯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长沙开福区开元西路 148 号
万科城 22栋 3207房,联系人:王
聪，电话 13397689596。

注销公告
长沙市四发通讯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开福区开元西路 148号万科城
22栋 3207房,联系人:邓培林，
电话 13307311984。

注销公告
湖南汇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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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进舟 电话:0731-85223718。

遗失声明
保靖县宬福养殖专业合作社遗
失由保靖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24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5NA000195X的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君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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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 电话 13016169639

注销公告
长沙市湘泺厨食品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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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强 电话 13467636612

注销公告
湖南邦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
新港街道金盆丘社区办公楼 217 号。
联系人:董艳野 电话：13666092371

注销公告
长沙市蓝依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高桥乡火
焰村安置小区 11 区 4 栋 6 号 1 楼。
联系人:陈孔华 电话 18684792802

遗失声明
涟源市斗笠山镇群合煤矿遗失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00
0000030946，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奥普利集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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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瑶 电话: 18975852386

作废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长沙中
心支公司以下 318 银保通单证，
号 码 11349857、11349053、1135
0751、11351387 作废 ;以下 318
银保通单证,号码 11349664、1134
9666、13452220、11349941、1134
9902 遗失。 特此公告！ 若以上单
证出险，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遗失声明
广州房友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客户优惠确认函,编号：
5040701-5040733,5040801-
5040833,5040901-5040933,
5041001-5041033,5041101-
5041133,5041201-5041233,
5041301-5041333,5041401-
5041433,5041601-5041633,
5046901-5046933,5047001-
5047033,5047101-5047133,
5047201-5047233,5047301-
5047333,5047401-5047433,
5047501-5047533,5047601-
5047633,5051701-5051733,
5051801-5051833,5051901-
5051933,5052401-5052433,
5052501-5052533,50705601-
50705633,50705701-50705733,
50705801-50705833,50705901-
50705933,50706101-50706133,
50706201-50706233,50709401-
50709433,50709501-50709533,
50709601-50709633,50709701-
50709733,50709801-50709833,
50709901-50709933,50710001-
50710033,已盖业务专用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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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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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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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岳阳洪源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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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图。 电话：188-730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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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出售

1月26日下午，你的朋友圈又
被刷屏了吧！ 带来这种轰动效应
的是微信新上线的功能“微信红
包”， 好友如需评论或看清照片，
需向好友发送红包。

春节渐行渐近， 今年的网络
红包注定要成为中国人年夜饭上
的一道大菜。 继支付宝、 微信之
后，QQ、百度钱包、360手机助手
等也纷纷宣布加入红包大战。

各家准备发多少

1月25日，支付宝与央视春晚
披露，除夕当晚，用户打开支付宝
咻一咻， 可参加好几轮的拼手气
红包，每轮1亿元现金。

微信方面此前宣布， 将春节
资金池加码扩容———原先公布的
“5天朋友圈广告收入用来发红
包”，增至10天，也就是微信朋友
圈除夕前后10天的广告收入（过
亿元），均将变为红包发放。腾讯
系的另一主力QQ红包，也宣布除
夕夜将会拿出2亿现金进行发放。

百度红包则要打造1个月的
史上最长春节红包季，从1月28日
开始，持续到2月22日（正月十五）
元宵节， 将发放总价值为60亿的
“福袋”。360手机助手今年也宣布
投入3.6亿成为春节红包大战的
主角之一。

从参战阵容和规模来看，今
年的红包显得要更“土豪”，最直
接的原因就是互联网大佬背后还
有众多品牌商的支持，如，众安保
险、华为手机、恒大冰泉、大众点
评、滴滴出行等。

今年有哪些玩法

今年的红包玩法花样更多
了。

如春晚和支付宝增加了一个
堪比“大乐透”的刺激玩法———只
要在特定时间前集齐5张福卡，就
可以分享一个超过2亿元的超级
大红包。也就是说，如果有100万
人集齐， 那么每人至少可以分到
200元。QQ春节红包则将延续元
旦红包的“刷一刷”，同时，还提供
口令红包、个性红包、群发祝福等
个人红包玩法。

百度钱包将推出两种红包形
式，语音喊红包和随手拍福字，可
获得包括现金和优惠券在内的福
袋礼包。

花尽心思的红包玩法，网友也
有话要说，“好多红包都是优惠券，
含金量太低啦！比如，领到了30元
的商户优惠券， 却需要消费300元
才能用，希望能多点‘真金白银’。”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敏讷

值得一提的是，红包的风
靡也滋生了不少抢红包插件，
如微信安全中心此前通报了
16款抢红包插件，将那些自称
可以抢“最佳手气”、控制红包
金额的外挂软件列为非法软
件。微信方面表示，到目前为
止， 没有发现任何一款红包
“外挂”可以控制红包的金额，
用户一旦被发现使用外挂软
件抢红包，将会被封号。

此外，手机木马也盯上了
“红包”。最近，一款名为“红包
黑手”的手机木马，伪装成自
动抢红包应用，杀入了2016红
包大战之中。据了解，该木马
会向手机联系人群发包含恶
意链接的短信，用户一旦点击
进去后就会被窃取隐私，造成
话费损失和隐私泄露的双重
伤害。

猎豹网络安全专家李铁
军提醒，有的抢红包软件可能
植入了木马，收集用户的隐私
信息等，但现在大公司做的插
件都不存在木马问题。

面对商家重金打造的春
节“红包雨”，也有不少用户
把心思放在了“自动抢红
包”的第三方应用软件上。

阿里钱盾日前就推出了
一个名为“红包快手” 的功
能支持微信、支付宝、QQ等
平台。支付宝相关人士声称：
“钱盾只是做出红包的消息
提醒， 不会自动访问服务器
来抢红包。”淘宝网上更是出

现了众多抢红包神器，价格从
几元到几千元不等。

手机厂商也不忘就此发
力。 如360公司则公布了360�
OS中的“锁屏显示红包通知”
功能，用户可以在手机锁屏的
情况下，收到红包通知。魅族
手机也表示，他们可将微信中
的红包消息单独提取出来，构
建成一条系统通知，保证用户
不会错过红包。

链接

提醒

接“红包雨”有神器

抢红包软件
或暗藏木马

1月26日，发红包才能看照片的功能刷屏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