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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真的好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4年 3月 27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301110001726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九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喜
盈门店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5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全部遗
失，注册号 430111000208170；
不慎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地
方税务局 2013 年 10 月 24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
税 号 430111081379007； 将 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 08137900-7；以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青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范城店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5 月 6 日
换发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
册 号 ：430111000208188； 不
慎将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11 月 14 日 核 发 的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遗 失 ， 税 号 ：
430111081373270；以上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株洲县聚高网络凯旋店因经营
不善，特此声明注销网吧，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号：430221
200050，地址：渌口镇向阳广
场；法人：谢增春 13786327118

◆肖紫鹏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6
23198801232439，声明作废。

◆吴婷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0319960723052X，声明作废。

◆郭蕾 2016年 1月 10日遗失身份证
430121199010136365，声明作废。

◆李元不慎遗失身份证以及驾驶
证（准驾车型 C1），证号：430124
198202172525，声明作废。

◆陈德龙不慎遗失身份证以及驾
驶证（准驾车型 C1），证号：4301
22196212284932，声明作废。

无 名 氏 16022005，
女，约 6 岁，身高 1.2
左右。 上穿白底红蓝
彩色羽绒服， 下穿蓝
色牛仔裤，红色鞋子，
会说鼻子、 嘴巴等简

单词汇，疑似智力障碍，无法正
常交流，2016 年 2 月 20 日由群
众送往长沙火车站派出所，派
出所寻亲未果后于 2016 年 2
月 21日凌晨转送我站。 如有知
其情况者， 请与长沙市救助站
联系。 电话 0731-84155110。

2016年 2月 23日

寻亲启事

遗失声明
岳阳市城西置业有限公司古丈
县凉水井梁凉大楼项目部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433126197303
190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菲尔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7918401;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 。
声明作废。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变更公告
艾米尼科（长沙）暖通科技有限
公司法人陈志勇，变更为黄修
宇，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
变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企业变更之前债权债务与陈志
勇有关，之后债权债务与黄修
宇有关，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威霖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国税税
控盘 499910339084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藏龙水族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 58494249-8，颁发日期 20
11年 11月 21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证，
湘 AA1671,证号：4301000202
69，声明挂失。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 2012
年毕业生杨晗遗失毕业证（证号：
105371201205000436） 及 学 士 学
位证书（证号：105374201200043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张旋时装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03年 11月 12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为 4301023003245，声明作废。

◆熊晓勇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301042002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马王堆分店遗失财务章 1
枚,编号 430102110761声明作废。

为企业个人合法催收
婚姻法律援助！ 信用借贷！
湖南帮扶投资，催收 4006640998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黄伟豆制品经营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4年 9月 22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
01026005556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双凫铺镇惠友大药房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
124196211250063，声明作废。

◆唐雄武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
4323307，声明作废。

◆唐雄武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遗失身
份证，证号：432524197312010059（有效
期至 2026年 8月 1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佳维食品商行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111984090503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展业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地址 :宁乡县玉
潭镇花明北路 40号，联系人:
刘云，电话：18874866777

遗失声明
长沙申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鄱阳小区丰逸苑
6 栋 102 室维修资金缴款凭证
第二、三联，凭证号为：00566589
声明作废。

◆段优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 43132219940102002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乾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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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运清，电话 15700796942

公 告
湘 ALU442 刘鸽年、湘 AHB0
47 罗彪、湘 H0N260 谢艳均、湘
AQD639 谢军、湘 A23D30 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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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己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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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2月 23日

公 告
湘 AKN276 李斌 、湘 AUX4
98 曹明德、湘 AFV576 王登
科、湘 ARQ352王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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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己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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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3日

◆秦开遗失华侨大学毕业证，证
号，103851201105004617,声明作废。

◆杨若冰 430122198712246042第
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禧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 ，代码：43001426
20。 号码 01469631，声明作废。

◆夏沛遗失株洲金谷市场 4楼 48号
装修押金收据壹张、金额 2000 元，
特声明作废。

◆杨利遗失展业证，证号：0200
024301810020201500713，声明作废。

◆彭传伟遗失展业证，号：0200
0243018100202015000730，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6 年 2 月 6 日凌晨，长常高速
31公里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
一人死亡 ，死者男性 ，65 岁左
右 ，上身穿黑色棉衣 ，内穿灰
色毛衣 ，下身穿深蓝色长裤 ，
脚穿棕色棉鞋，戴黑色帽子和
白色劳保手套。 请知情者与高
警局长沙支队白箬大队联系。
电话：88115613（罗警官）

遗失声明
湖南享乐汇发食品贸易股份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 ，代码：39912441 -8；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3991244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兆发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位于汇金苑地下车库栋 2696、
2697室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一、
三联，凭证号为 ：000230464X、
00023046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将君酒类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3 年 10 月 24 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000104481；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0359545895X；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5
9545895X，声明作废。

◆彭开华遗失湘 A61W61道路运输
证 430121002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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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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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服务 搬家●

“最近算了算我家凯西每个月的
花费，不算我都不知道，它小子一个
月最少要花掉我近800元。” 凯西是
长沙市民文又卿饲养的一条边境牧
羊犬，今年4岁了，平时活泼可爱，现
在是文又卿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

但是近段时间增长的狗粮价格及其他费用让她稍显
吃力，她笑言：“养凯西都当得上养半个小孩儿了。”

养不起！宠物狗每月生活费近千元
吃饭穿衣洗澡样样花钱，养宠物花销顶得上半个娃 专家：宠物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

据狗民网发布的《2015中国
宠物主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随
着养宠观念的进步， 在必需品之
外的周边消费也逐年上升。 目前
食物购买仍占绝对大头， 达到
94.5%。 其次为药品和保健品，以
及日用品、玩具、服饰等，增长比
例均接近60%。

狗民网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宠物市场已进入高速发展期，
宠物总量超过1亿只，市场规模接
近1000亿元。“在人口老龄化、家
庭结构和婚育状况等因素的推动
下， 最近几年中国宠物经济年均
增长率都在30%以上。越来越多的
世界宠物品牌把目光聚焦中国，
本土品牌在品牌塑造和品质方面
也在加速前进。”

一成家庭养宠物
年花费超万元

2015年， 国内某家调研
机构发布了《2014—2019中
国宠物市场调查研究预测报
告》。报告显示，广东省占全
国宠物数量的10.62%， 江苏
省紧随其后， 宠物数量占
10.40%。 我国的宠物数量和
消费需求都在双双上升。

报告显示，25-30岁养
宠物的人最多， 占养宠人群
的 37% ，25岁以下的人占
13% ，31-35 岁 占 24% ，
36-45岁占18%，45岁以上
养宠物的人最少，只占8%。

一般养宠人群，大部分是
养狗或者猫，报告指出，养宠
人群中，61.74%的人养狗，有
19.13%的人养猫。 排名第三
的宠物，是占6.09%的乌龟。

那么养一只宠物一年要
花多少钱呢？据报告统计，中国
养宠物的家庭每年在宠物方面
花费1000-3000元的最多，占
32% ， 其 次 是 花 费
5000-10000元的家庭， 花费
3000-5000元的家庭占19%，
花费1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
11%，而花费1000元以下的家
庭最少，占9%。 ■记者彭可心

记者2月22日来到文又卿
家，刚进门，凯西就热情地扑上
来不停舔人。记者发现，在中型
犬中， 凯西算是体型偏大的了。
文又卿解释，凯西贪吃，除了狗
粮外，水煮肉和酸奶每天都没断
过，甚至连胡萝卜、橘子等都吃。

在厨房的一角，摆放着一袋
15KG的狗粮，已经吃了大半。文
又卿说， 她每次都买15KG的狗
粮， 刚好够吃一个月。“因为狗粮
价格最近有所上涨，去年开始，换
了另一个便宜牌子的狗粮，但一
袋也要290元。”

文又卿打开冰箱， 其中一
层整齐的放着盒装酸奶。“酸奶
一块钱一盒， 每天给凯西喂一
盒， 不配点其他的食物它不吃
狗粮。”除了酸奶外，还要额外
做水煮肉给凯西补充营养。“猪

肉大概两天吃半斤。”
除食物外， 另外一项大开

销是洗澡。“因为我平时上班，
给凯西这么大的狗洗澡也麻
烦， 一般都是送去宠物店洗。”
文又卿说， 凯西一个月洗两次
澡， 去年初凯西洗澡还只要70
元，年底开始涨到了80元。每次
洗澡还要配合掏耳朵、剪指甲、
挤肛门腺， 而这几项是单独收
费的，又花掉30元。

记者仔细算了算， 每个月
单食物和洗澡这两项开支，文
又卿就要花去765元。“这还不
算疫苗、驱虫的花销。这个就不
仔细算了， 因为这两项不是每
月必须的开支。” 文又卿说，最
怕凯西生病，“它四个月的时候
染上细小病毒， 治疗费花了差
不多1500元。”

水煮肉和酸奶没断过，宠物犬每月花765元

中国宠物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期

宠物狗只是吃饭洗澡，每个月差不多要花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