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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岳阳卓的暖家房地产有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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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洪斌.电话: 13487773477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3 月 2 日 10 时在湘潭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依法按现状以网络竞价形式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1、湘潭市雨湖区中山路街道大湖南路 4 号 1
号写字楼（建筑面积 425.97m2）、1 号门面（两层， 总建筑面积
138.95m2）、 2 号门面（两层，总建筑面积 115.16m2），整体拍卖,评
估价/起拍价 756.4533 万元（含 162 万元装修），保证金 70 万元;
2、 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芙蓉西路 8 号，4 号楼 1-2 号门面，总
建筑面积为 616.22m2， 整体拍卖, 评估价/起拍价 637.6334 万元
（含 76.75 万元装修）， 保证金 60 万元;3、 湘 C8T777 宝马 X5 越野式汽
车，评估价/起拍价 49.28 万元，保证金 5 万元;4. 湘 C75353 号豪
泺牌大型货运汽车，评估价/起拍价 15.6308万元，保证金 2万元。
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二、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及资金代付）将保
证金在 2016年 3月 1日 16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
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
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八一路支行， 账号：
81020309000035958)，并于 2016 年 3 月 1 日 16 时前凭付款凭证
及有效证件到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岳塘区湖湘西路 1 号尚
玲珑小区 A 栋裙楼二楼)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
格，逾期不予办理。
监督电话:省高院 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 标的 1-2 岳塘区法
院 0731-58286111 标的 3 雨湖区法院 0731-58201714 标的 4
湘潭县法院 0731-57757660 工商 0731-52861653
咨询电话：13975278388 朱先生
0731-52817029 黄先生
详见 www.rmfysszc.gov.cn，
www.hnaee.com

拍 卖 公 告

湘潭市三湘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9日

◆成碧 2016 年 1月 27 日在高铁 G6
032 上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42
3198808150048) 深 圳 居 住 证
(证号与身份证同)社保卡(卡号
B5X900867)被盗,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星榀酒类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记账联）二份，发票代码
143001210128发票号码 47411620
发票号码 4741162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玛智能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税号 430111329478819）
遗失国税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益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
缴款收据二份，发票代码：湘
财通字（2014）176945084X、
湘财通字（2014）176945116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虎 (身份证号 :4301211986
1003005X)遗失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报税联，发票代码:14
3001520660，发票号码:0175
69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嘉和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经济开发区国家
税务局 2007年 7月 17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6
02663965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金洲万家春优质稻专业
合作社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遗失
由宁乡县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证号 ：430124NA
000069X，宁乡县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
4301246803253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精英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
司星沙营业部遗失长沙县地方
税务局 2009 年 05 月 25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16
8950103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翔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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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黄银秋 电话 18173145116

长沙阿诗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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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
沙岭街道佑母塘路 799 号钰龙天
下佳园第 4栋 N单元 1509房。
联系人:尹斐 电话 18674399251

注销公告

◆雷美瑛不慎遗失湖南省常德市
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
编号：991780165，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太一医药技术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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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承彬 电话:0731-85223718

注销公告
长沙扬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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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绮湘,电话 18692268351

债权申报公告
公司各债权人：

为保障本公司债权人的利
益，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45天内，携债权形成所
依据的合同、协议、银行转款
凭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来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申报的债
权我公司将不予确认。 联系电
话 15973878383，15243826688
申报地点：长沙市天心区劳动
西路 93号。
湖南省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9日

◆本人屈艳萍遗失二级建造
师证（编号：1106522，专业：
建筑工程），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勇迎食品店遗
失发票领购本,税号 430721199
00307401501，声明作废。

◆谭玲、韩天任遗失湘潭碧桂园
40010363,40011698，40002021，
40001780，票据现声明作废。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长沙电机工厂浸漆房项目。 项目
概况：本项目位于长沙市比亚
迪汽车有限公司一期生产基地
内的 35# 厂房内，占地面积约
为 2904m2，总投资 1200 万元，
主要建设电动汽车用各类驱动
电机定子（10 万套）真空浸漆
用车间，并建设辅助用房等。
二、环评、建设单位名称及联
系方式 建设单位：长沙市比
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工 电话：18973110078 环评
单位：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工
电话：15274836053 三、征求
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
人，可在项目环评工作期间提
出您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环保
措施、防止污染的意见、要求
以及您对项目总体所持的态度。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以电话、邮件等方式联
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长沙电机工厂浸漆房项目

认尸启事
2016 年 1 月 26 日，望城区公安局
水上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在望
城区东城镇苏蓼村湘江水域发
现一具尸体。 经查该尸为男性，
头部、右上肢缺失。 下身穿红
色内裤、白色秋裤、黑色长裤
(带一串钥匙 )、蓝色袜子。 如
贵辖区有类似失踪人员，请与
我所联系。 联系人:莫警官
电话:0731-83915110

望城区公安局水上派出所

◆湘 AD3028道路运输证遗失，
证号 430104200599,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曾璞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922
198005268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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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市金太阳塑胶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日遗失由长沙市
宁乡县国家税务局于 2006年 11
月 13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一 本 ， 证 号 ：43012477225737
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单位不慎遗失湖南金山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壹份，
核 准 号 J5510005788602， 与
机构信用代码证壹份，代码 G
104301040057886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嘉年华客运有限公司湘
AY4240、湘 AY4241、湘 AY4250、
湘 AY4247、 湘 AY4723、 湘 AY4747
等陆台车辆道路运输证、客运
标志牌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盈华商务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5年 2月 13日换发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201882；
长沙市质量监督局 2014年 2月 13
日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919859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
4300151320，号码：05642257，
金额 3603.00元，声明作废。

近日， 浙江贝付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贝付支付）发布了《关于P2P行
业农行通道关闭通知》，并于1月26日
前关闭了P2P行业的农行支付渠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农业银
行于1月22日发布了《关于立即停
止与违规违约支付机构合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部分第三方支付机
构向P2P平台提供了农行卡支付通
道，导致风险蔓延至我行，给我行声
誉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农
业银行要求“关闭全部涉P2P交易
接口”。

农业银行在通知中明确表示，
“严禁各级机构为P2P等各类网络
借贷平台提供任何网络支付接口，
严禁合作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我行任
何网络支付接口提供给P2P等各类
网络借贷平台。 各行须立即全面排
查辖区内支付机构合作接口， 一经
发现以上情况， 立即关闭相关支付
机构接口。”

有消息称，目前包括易宝支付、
汇付天下、 通联支付在内的多家第
三方支付公司已响应农行要求。不
过， 上述支付公司并未在官方渠道
明确表示“关闭P2P行业的农行支
付渠道”。 ■记者 蔡平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经信委获悉，据省统计局最
新的数据快报，2015年全省医
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成
为我省工业领域第10个千亿产
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比全国医药工业平均水
平高5个百分点， 比全省工业平
均水平高7个百分点， 增幅居我
省13个重点发展产业第1位；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居全国第11
位，较“十一五”末前移2位，在全
国医药工业的占比为3.2%，较
“十一五”末提高0.2个百分点。

形成科研创新集聚区域

据了解， 我省生物医药及
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 目前初
步形成以长沙为核心的科研创
新集聚区域， 构建了新药组合
生物合成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 中药谱效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医用高分子制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一大批国家和省
级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技术中
心，行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一批领先行业、享
誉全国的医药大品种脱颖而
出，妇科千金片（胶囊）、古汉养
生精口服液（片）、四磨汤口服

液、 驴胶补血颗粒等一批重点
品种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度。
人类重大遗传性疾病致病基因
研究和药物开发、干细胞技术、
组合生物合成技术等处于国际
一流水平， 春光九汇中药超微
饮片粉体关键技术、 正清风痛
宁系列产品、 圣湘生物慢性乙
肝诊疗体系相继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随着新修订药品
GMP认证的推进，省内生物医
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企业兼并
重组步伐加快， 一批重点企业
呈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知
名度迅速提升。

力争2020年跻身全国十强

“十三五” 期间我省医药产
业将如何突破发展，省经信委相
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实施《湖
南省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加
快在中药、生物药品、化学药品
及药用辅料、医疗器械、制药机
械等领域突破医药产业重大关
键技术和工艺，抢占前沿技术的
制高点，引导全省医药产业保持
中高速发展， 力争2020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亿元，
整体实力跻身全国十强。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文彬

湖南医药产业迈进“千亿俱乐部”
我省工业领域有了第10个千亿产业，2020年力争突破2000亿元

本报1月28日讯 移动互
联网时代， 如何解决农民工找
工难、子女教育难等问题，一直
备受关注。今日，由农民工代表
自己研发的“农民贡建修平台
APP”在长沙上线，来自全国各
地200名农民工见证了新思维
农民工电商平台的启用。

据了解，农民贡APP作为
一款免费的智能农民工业务
交易平台，以“互联网+农民
工”的方式将业主的生活需求
与农民工劳务直接对接，从而
实现最大限度优化业主应对
生活琐事、房屋维修等用工体

验，及改变农民工兄弟颠沛流
离的接工方式。该平台上的从
业者都实行实名制，培训持证
上岗，购买保险，从源头上解
决了双方的安全隐患。

根据现场展示， 此平台
的主要板块分为水电110、人
民物业、 装修业务、 家政服
务、 劳务输出5大类服务。上
线现场同时发布出一道招募
令，该平台将在除夕、初一选
择长沙市内十个没有物业的
老旧社区进行定点免费“人
民物业”服务，为长沙市民保
家护节。 ■记者 肖德军

“农民贡建修平台APP”上线
招募十个老社区免费服务

今后或无法用
农行卡投资P2P了

去年我省医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