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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
了2015年车载卫星导航设备产品
质量国家抽查结果。结果显示，湖
南、 广东两省共计60批次受检产
品中55%被检出不合格，这一数字
较上一次抽查上升38.8%。

据了解， 此次抽查依据的是
GB/T�19392-2013《车载卫星导
航设备通用规范》等标准，对车载
卫星导航设备产品的定位精度、
位置更新率、启动时间、效率以及
辐射骚扰场强、传导骚扰、静电放
电抗扰度等15个项目进行了检
验。

结果显示，33批次不合格产
品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电磁兼容
方面，其中，27批次产品传导骚扰
不合格，25批次产品辐射骚扰场
强不合格，12批次产品振动不合
格，11批次产品电源线电瞬态传
导不合格，4批次产品静电放电抗
扰度不合格。

值得注意的是，4S店内一直
提倡的质量更好的原装、 原厂认
证车载导航系统也被检出了不合
格，如大众品牌速腾、迈腾商标为
FUSTO的FU-9015型号车载导
航系统， 雪佛兰科鲁兹车载导航
系统富威FED81等等。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 当车载
导航设备传导骚扰不合格时，将
会使产品运行中出现发热、 振动
等现象， 并对产品的有效利用率
造成影响， 而产品辐射骚扰场强
不合格则容易干扰设备周边产品
运转， 所产生的辐射更将对人体
造成伤害。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殷靓 谢维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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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

◆张永忠遗失 C1驾驶证，证号
330824197602084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泰昌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岳
阳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60200003472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创造奇迹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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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霞 电话: 13327306046

注销公告
株洲九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拟
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已
成立清算小组，请相关债权人
于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清
算事宜。 电话：18932130289

注销公告
湖南东峰农机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解散，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慧峰，电话：13755126205，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 315

号馨域大厦 1305房。

遗失声明
宁乡县回龙铺镇万家春优质稻
专业合作社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
遗失由宁乡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 ， 证 号 ：678044226， 遗 失
由宁乡县地方税务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3
0124678044226，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KK2336 李诗前、湘 AB628X 胡
良辉、 湘 A66P73 张青松、湘
APG190 李迎九、 湘 FE3433
朱和平、湘 HL9155 夏铁军、湘
JH5045徐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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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27日

公 告
湘 AAU948唐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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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
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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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1月 27日

公 告
湘 AH593J谢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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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
扣押期限决定书》， 因信件未
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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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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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1月 27日

遗失声明
汨罗市湘玫玫瑰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不慎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
6000418101，声明作废。

◆陈卓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211992122785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美添旺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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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贵金 ,电话:18670728028

◆湘 AX3678车用 CNG气瓶登记证
543AD010057编号 689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中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预留兴业银行南城支行财务
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远明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证正本，
号码为 430102023189，声明作废。

◆王柏超（身份证 430521199007
170257）遗失 2015 年 1 月 15 日
开具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号：
（141）湘地现 05026566）第一联，
缴纳契税 10788.9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鲲鹏园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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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电话 0731-55581266

注销公告
长沙摇满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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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勇 电话 15243677626

◆王启敬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341202198410213156，声明作废。

◆徐飞菲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528196306240025，声明作废。

◆秦豫宁遗失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1000030113000051，声明作废。

◆郑凯遗失金谷市场 4 楼 73 号装修
押金收据壹张，金额 2000元。 特
声明作废。

◆文学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 430122004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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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 AX2875车用 CNG气瓶登记证
543AD005748编号 815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常峰机械设备销售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 准 号 :J5580001635101, 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德火车站支行 ,账号:
185692010400083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亚光金属化工有限公司湘
AU4406货车遗失: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号:430100
0000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麓谷医药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华康消毒剂有限公司湖南增
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3001
53130发票号码 0055877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盛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遗失沿江风光带二期工程项目
部行政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冯西湖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注册编号:湘 243060800394，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共青城龙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湖南华洋世纪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余军华
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
联），发票代码 143001520660，
发票号码 01849200，声明作废。

1月25日， 知名创投天图
资本旗下湖南耕客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耕客”）
与招商银行在长沙达成合作，
以“互联网+订单农业”新模
式降低百姓生活必需品价格。
耕客董事长宗勇表示，初期计

划以刚需粮油作为入口，逐步
推广到其他农产品和消费用
品。目前长沙市民通过这一模
式，可以33.9元一斤的价格购
买到现榨土茶油，而这个价格
是目前市场价的一半左右。

■杨永福 潘海涛

1月25日，盛大金禧金融集
团董事长盘继彪在“2015年度
盛大金禧金融集团年终答谢盛
典”上透露，该集团从2014年推
出“千店贷”互联网金融平台到
2015年全力打造“金盘·世界
城”、社区金融生活服务超市“农

商营行”、农业电商“乡货网”等
项目，极力打造集大数据、大信
息、大物流、大现金、大金融五大
系统，金融、实业、电商三大产业
板块融为一体的闭循环金融产
业大系统，推动产业升级，服务
实体经济。 ■李楠竹潘海涛

网购驰名商标产品超3成不合格
我省去年4季度网络商品质量检测报告公布，省工商局发布网购七大问题

1月26日，湖南省工商局发
布《2015年4季度流通领域网络
商品质量检测报告》。2015年11
月上旬，省工商局针对省内注册
登记的部分电商平台、卖家以及
在省外大型网购平台上销售的
湖南省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产
品进行了抽样购买和检测，涉及
家用小家电、纺织品、洗涤用品
和纸制品等4大类网售商品。结
果显示，以“神秘买家”的形式购
买的448组商品中合格商品313
组，合格率为69.8%。这其中包
括了68组驰名商标产品， 不合
格22组， 不合格检出率超过3
成。

记者了解到， 在此次的抽
检中， 小家电的质量安全并不
尽如人意。抽检结果显示，抽检
小家电样品共计147组，实际到
货135组， 经检验不合格率达
25.9%。据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本次监测的家用小电器
共检测标志和说明、 对触及带
电部件的防护等9个主要项目，
而主要不合格问题出现在输入
功率、结构、内部布线、电源连
接以及外部软线、 接地措施不
合格。

“此次检测的家用小家电
中，有10组产品功率不合格，实
际输入功率与产品标称的功率
不符， 偏差超过标准规定的范
围。”该负责人称，小家电的实际
功率低于标称值会导致商品的
使用效率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如
果实际功率高于标称值则会给
消费者的使用带来安全隐患。此
外，接地措施是小家电在发生漏
电危险时的一种安全保护措施，
而在此次抽检的135组小家电
中， 有7组接地措施不合格，这
也将会导致在使用过程中给消
费者带来触电危险。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殷靓 谢维卓 苏好

由于此次抽检为“神秘
买家”形式，即省工商局的
相关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
身份从各大平台上随机购
买， 发现了在网购过程中，
消费者容易碰到的7大网络
问题。
（1）无货导致交易失败

数据显示，本次检测共
有34组商品因此交易取消。
（2）退款通道不畅

部分电商平台在交易
失败退款过程中出现少退
和退款不能退回原账户的
情况。
（3）网页信息不准确

工商部门表示，此类问
题主要出现在纺织品的服
装类产品，本次监测中共有
10多个类似问题的产品。
（4）卖家与发货人不一致

工商部门称，此类卖家
没有自己的库存，遇到有消
费者购买产品再由卖家向
厂家或其他卖家下单，从中
赚取差价。
（5）商品无中文标识

工商部门认为，消费者
在购买和使用此类商品时
无法掌握商品的真实信息，
容易导致商品被误用或滥
用的危险。
（6）不主动提供发票

部分电商平台和卖家，
尤其是非电商平台自营的
商品不主动提供正规的购
货发票。
（7）虚假宣传和傍名牌

在部分卖家的商品页
面宣传信息与同品类名牌
产品相似或相近，不仔细甄
别容易被误导。

省工商局提醒，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商品时一定要根据电商
平台和卖家销售量大小、买家评价和商品品牌参数等信息进行挑
选，在付款前要与卖家进行详细的在线沟通，彻底将商品的详细
信息、售后服务、退换货条件等重要信息了解清楚后再进行购买。

此外，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要保存好订单信息、付款信息、交易记
录、与卖家的聊天记录、快递单号、发票或账单等资料，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便于消费者通过平台或政府监管执法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订单农业”将降低生活成本

盛大金禧以金融推动产业升级

多看、多问和多比较

过半车载导航
不合格

提醒

网购易碰到的7大问题 以“神秘买家”的形式购买的
448组商品中合格商品313组，合
格率为69.8%。 这其中包括了68
组驰名商标产品，不合格22组，不
合格检出率超过3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