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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长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言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0111580923978 声明作废

◆改变你我：靓女 30人缘好温柔，
离异渴望有孩伴无奈特觅真诚
懂我男 给 你 一 切 18217362385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洞井农村信用合
作社遗失位于友谊路 55号天心
区星语林·名园（创普）1 栋
103 室物业维修基金缴款凭证
第 2 联、第 3 联，凭证号 0003
14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皇图岭晶鑫童装店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0223600022412，声明作废。

我司定于 2016 年 4 月 5 日 14：
00，在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191
号“好来登大酒店”4 楼会议室，
对湖南省公车改革处置车辆举
行第 3 场拍卖会。 主要品牌有
别克、广本、猎豹、宇通等，数量
约为 100 辆。 有意者请携带有
效身份证明和缴款凭证（保证
金 1万元/台），来我司办理竞买
登记。 保证金付款账号：湖南城
星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东
风路支行，5937 5734 9931。 车
辆展示时间及地点：3 月 27 日
至 4 月 2 日 12 时，省直机关集
中办公区前坪（友谊西路与芙
蓉南路交汇处西南角）。 报名时
间及地址：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 12 时（以保证金到账及报名
人到达报名地点时间为准），东
风路 360 号湖南汽车城 1 楼。
特别提示： 为保障公车拍卖安
全有序进行， 本场拍卖会报名
人数上限为 350 名 （先来后
到）， 咨询电话：13874804572、
13548567030、 0731 -84511495
工商监督：89971678，详情敬请
关注 www.hncxpm.com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第三场拍卖公告
湖南省公车改革处置车辆

遗失声明
长沙利诚荣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M
A4L16L76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鑫丰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 2010 年 1 月 19 日与长
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五年期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西省群力建设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10358276363X 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武雄物贸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16年 3月 29 日决议解散
公司，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请债权人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方式：
13575035565陈武雄

遗失声明
本人刘兴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三联，发票代码:143001
420660，发票号码:0124127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网友书社遗失平
推发票三张，发票号码 :0195
1988-01952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善膳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30121000078001；
另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2109089262X，以上 证
件声明作废。

株洲标准厂房出租
大成工业园配套设施全 13907338084

便民婚友

急寻合作
大量定购木箱，木盘底，锹把和
毛竹制品:毛竹板，毛竹筒
（预付 30℅前期备料款）
江苏镇江外贸进出口公司白主任
0511-85990298、13052925215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信用卡办理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787284183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湘江中路凯乐国际）
85535486，15387598615

咨
询

招商理财咨询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便民法务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长沙岳麓区青青家园商品房急
售，3122 元/平，186 平方，可贷
款，首付仅 8万元。交通入学方
便，随时过户。 13975171651

二手房屋 便宜处理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转让 出租

便民搬家

信用卡办理额度大，下卡快，前期
无费用 15575969939

值班律师政法团队
84161817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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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有经验的增发
师，月薪保底 8千。【 】

投资重点，地产，矿业，高科
技，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5256522708 尹经理
邮箱：964537983@qq.com

安徽凯翔投资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龙信管道公安装有限公
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
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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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应
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临湘市长安东路
木材公司开发区 76 号，清算组
联系人：余龙波，电话 15873026119
临湘市龙信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6年 3月 23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佶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二分公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开
福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105329405
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天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湘 A33253 (黄色 )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121009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仁贵加油加气站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 430703000052933，
税务登记证正本 4307033256
82521，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3
256825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永县幸福树永明电器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江永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年 11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11255507136384;
另遗失社保登记证，组织机构
统一代码：5507136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天际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浏阳市工商局 2005 年 3 月 29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18100027
008 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7506
162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洋寿险益阳中心支公司遗
失安贷宝通用版空白单证：30
0005714000664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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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鹏翼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430102782892284，声明作废

海关总署网站日前发布2016
年第14号公告，明确了海关暂不予
放行旅客行李物品暂存有关事项。
该公告自6月1日起施行。

根据公告， 旅客携运进出境的
行李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
暂不予放行： 旅客不能当场缴纳进
境物品税款的； 进出境的物品属于
许可证件管理的范围， 但旅客不能
当场提交的； 进出境的物品超出自
用合理数量， 按规定应当办理货物
报关手续或其他海关手续， 其尚未

办理的；对进出境物品的属性、内容
存疑， 需要由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认
定、鉴定、验核的；按规定暂不予以
放行的其他行李物品。

根据公告， 暂不予放行的行李
物品属于易燃易爆、有毒或鲜活、易
腐、易失效等不宜长期存放的，以及
有其他无法存放或不宜存放情形
的， 海关可以要求旅客当场办理退
运手续， 或者移交相关专业机构处
理，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旅客承担。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30日公布
消息称， 日前已联合银监会
发文， 从积极培育发展消费
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消费
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以促进消费金融发展，满足新
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

意见提出， 加快推进消
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
新。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探
索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开
展远程客户授权， 实现消费
贷款线上申请、审批和放贷。
创新消费信贷抵质押模式，

开发不同首付比例、 期限和
还款方式的信贷产品， 推动
消费信贷与互联网技术相结
合。 加大对养老家政健康消
费、信息和网络消费、绿色消
费等新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
支持。

在支持绿色消费方面，
意见明确， 经银监会批准经
营个人汽车贷款业务的金融
机构办理新能源汽车和二手
车贷款，可分别在15%和30%
最低要求基础上，按照审慎和
风险可控原则，自主决定首付
款比例。 ■据新华社

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

买新能源车和二手车首付可更低

出入境注意：五种情形行李不放行

拉美最大航展开幕
3月29日， 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 来自阿根廷的飞行表演队
在智利国际航空航天展上表演。

智利国际航空航天展29日在
该国首都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开
幕， 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550
家航空航天企业参展。 智利国际
航空航天展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
的航展，始于1980年，每两年举
办一次。

新华社 图

记者30日从国家卫生计
生委了解到， 国家卫生计生
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司
法部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
的通知， 明确了医疗纠纷责
任未认定前不得赔钱、 滋事
行为未制止前不得调解、涉
及死亡事件12小时内上报国
家等多项具体要求。

通知明确， 对暴力伤害
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

人员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
为，必须坚决果断制止，依法
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
事责任， 不得拖延、 降格处
理。 滋事扰序人员违法行为
未得到制止之前， 公安机关
不得进行案件调解。 医疗机
构要高度重视涉医事件的早
介入、早处理。医疗纠纷责任
未认定前， 医疗机构不得赔
钱息事。

■据新华社

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加强维护医疗秩序
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前不得赔钱 美联储将谨慎决定

是否加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耶伦29日表示，考虑到全球
经济和金融市场走势给美国
经济带来的风险，美联储将谨
慎决定是否加息。她再次强调，
美联储将密切关注经济数据
变化，并根据经济形势相应调
整政策，从而实现预期目标。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耶伦
的讲话偏向“鸽派”，美联储未
来的加息节奏可能进一步放
缓。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