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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金盛广告制作
中心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
号为：43060200000277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金盛广告制作
中心（普通合伙）经股东会决
议注销，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
算组胡四平（13873036866）书
面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色广告
制作中心遗失工商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43060120000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色广告
制作中心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胡
四 平（13873036866）书 面 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鑫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将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
税务局 2012年 11月 23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430102722574639，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董清平遗失湖南农业大学硕士
毕业证和学位证，编号分别为
105371200902001643，105373
2009002088，声明作废。

◆颜云龙遗失株洲金谷市场 6楼 1
3A 号装修押金收据一张，金额：
2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迪纯水力发电站（登记
机关: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
21000012548）、税务登记证副
本（湘国税登字 430821072632
01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07263201-5）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雅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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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德，电话 18692295440

注销公告
长沙则天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
陈浩 电话:13687354809

注销公告
株洲中进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已
成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权人
于 45 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项。
联系人：彭乔，电话 15059075560

◆张新良不慎遗失身份证以及
驾驶证（准驾车型 C1），证号：
430981199209023915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
我厂（沁阳市东兴玻璃钢制品
厂）于 2011年 10月 8日与湖南
高城消防实业有限公司岳阳分
公司签订《复合 TRX7 型消防
排烟道制作安装合同》， 岳阳分
公司将岳阳福隆·巴陵尚都项目
的消防排烟管道制作、安装及其
他辅助工程分包给原告制作安
装。 合同签订后，我厂全面适当
履行了合同义务，而湖南高城消
防实业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仅
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2013 年 6
月 13日， 你公司向岳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撤销岳阳分公
司，并承诺"原岳阳分公司债权
债务由湖南高城消防实业有限
公司承担"，同日岳阳分公司被
撤销。 2016 年 4 月 16 日，我厂
与田千华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
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复合
TRX7 型消防排烟道制作安装
合同》中我厂的权利义务全部转
让给田千华，转让范围包括你公
司应当向我厂支付的全部工程
款及延期付款利息，请你公司今
后直接向田千华履行支付工程款
及其他附属义务。
公告人（权利义务转让人）：沁阳
市东兴玻璃钢制品厂

2016年 5月 6日

迁坟公告
经 省 人 民 政 府〔2009〕政 国 土
字第 244 号审批单批准，征收集
体土 地 71.2485 亩 ， 作 为 长 沙
县 2008 年度第三批次中长沙县
顺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生
产办公用房用地 ；长沙县人民
政府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发布长
县 政 发〔2015〕第 22 号《征 收
土地方案公告》。 具体位置是：
黄花镇黄花村羊练肖组。 现因
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
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三十日内，速与黄花
片区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
续，逾期未迁 ，将视作无主坟 ，
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特此公告。
张 13874977977柳 13974940940
长沙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 5月 5日

◆喻国强遗失保险人员执业证 02
000143010080302015018848声明作废。

◆王向阳遗失保险人员执业证 02
000143010080302011011401声明作废。

◆文岩玉遗失保险人员执业证 02
00014301008010201400459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维漾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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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 58
9号开福万达广场 B区商业综合
体（含写字楼）30004 房。 联系
人：张海定，电话 13661701268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新化分
公司涟源代理站遗失涟源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3月 2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3820000127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怀南分
公司新晃运输代理站遗失新晃
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1年 5月 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12270000
048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怀化分
公司辰溪运输代理站遗失辰溪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 1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22300000643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新化分
公司低庄代理站遗失溆浦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5 月 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22419007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怀化分
公司低庄运输代理站遗失溆浦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22400000763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怀化分
公司大江口运输代理站遗失溆
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
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224000007705 声明作废

◆湘 AT3281车用 CNG气瓶登记证
543AD012220编号 12919遗失作废。

◆李密遗失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
技学院毕业证，证书编号：12
6531201105002384，声明作废。

◆张奇遗失 430122004458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宋兆珺遗失长沙理工大学城
南学院学校三方协议书，编号：
1161363509390，声明作废。

◆文正群不慎遗失位于岳麓区恒
大华府小区 38栋 1502 室维修资
金缴款凭证第 1、3 联，凭证号
为：0001706399。 声明作废。

◆杨由（430121197806114613）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特
种电工证”、“安全监督员证”、
“安装工长证 ”各一本 ，因
遗失申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培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莱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5年 2 月 12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30103000105554，声明作废。

◆姜斌遗失宁乡县民生路商贸中
心房产证号 00026305作废

◆熊威（430723198706224030）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特
种电工证 ”、“安装工长证 ”
各一本，因遗失申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韩胜高尔夫设备贸易有
限公司将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4301053384594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麓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6075905；不慎将开户行
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德
支行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
码 ：G104301050006075903； 以
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新城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10月 11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100000014215 副本 1 号（S）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黄细珍遗失残疾证，证号 :43
010419510212006021，声明作废。

◆陈哲遗失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
较刑事侦查专业毕业证，证号
115345200506702008，声明作废。

◆李明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0624198706127522，声明作废。

◆唐忠 43012219690126551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项目名称： 长韶娄高速公路
起点段东延工程
项目概况： 本项目基本呈东
西走向，衔接长韶娄高速与长
沙市绕城高速。 项目西接长韶
娄高速岳麓收费站， 往东沿
茯苓冲路设置高架桥， 与绕
城高速采用两条定向匝道衔
接。 主要控制点：长韶娄高速
岳麓收费站、 湖南省食品药
品职业学院、 湖南省运通轨
道公司、茯苓冲路、长沙绕
城高速。
工程内容： 韶娄高速公路起
点综合立交枢纽工程， 推荐
方案 A 匝道采用双向四车
道，设计速度 80 km/h，路基
宽度 24.5m；B、C 匝道采用
单向二车道， 设计速度 60
km/h，路基宽度 12m，均为沥
青砼路面。 本项目 A 匝道长
1.091km，定向匝道 B、C 匝道
分 别 长 1.034km、0.973km；
项目共设置桥梁 1838m/3 座，涵
洞 5 道，总用地 13.159hm2，拆迁
房屋 14320m2 ；总投资 34161 万
元，建设工期 1年。
建设单位： 湖南长韶娄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工
电话：0731-85196899
评价机构： 湖南省环境保护
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寻工
电话：0731-88996560

长韶娄高速公路起
点段东延工程环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遗失声明
长沙喜鹊搬家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5
月 29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11100
0314803 的营业执照副本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 号 430111338421961； 遗 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代码
证 IC 卡 ,代码 33842196-1；遗
失中国银行高桥支行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911
4301；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1102911430Z； 法 人 私
章（刘平）一枚，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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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 省政府在永州首次
召开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 对新近
获得的5个国家级和5个省级出口
示范区授牌， 并通报了我省示范
区创建工作情况和发展计划。

会上通报，2015年全省出口
食品农产品11.34亿美元，2016
年一季度，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
2.87亿美元， 同比增幅高达
19.6%。 出口食品农产品示范区
赚足眼球，出口额占到全省出口
的近三成。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石门县
等6个国家级出口示范区， 宁乡
县等5个省级出口示范区， 其他
在建示范区13个。

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示范
区出口食品农产品3.36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29.6%， 一批出口
食品农产品龙头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 长沙县的湘丰茶业，2008

年公司无茶叶出口，2015年，公
司出口茶叶700多万美元， 产品
远销到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韶山市的港越、
三旺、 新真喜等出口肉类企业，
从2010年出口额3000多万美元，
发展到2015年出口2.3亿美元，6
年内出口增长了近7倍。

据悉，《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建设的通知》中明确：
到2020年， 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主产区均建立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涵盖我省大部分
传统大宗出口食品农产品，50个
出口示范区达到省级建设标准并
通过考核，10个出口示范区达到
国家级建设标准并通过考核。出
口示范区食品农产品年出口总额
突破20亿美元， 占全省食品农产
品出口总额的70%以上。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近日，国美电器高级副总裁
郭军在国美总部会见了来访的
美的集团副总裁王金亮一行，双
方共同提出“登峰计划”，确定了
2016年美的全品类产品在国美
冲击交易额新高峰的目标，使美
的成为销售额增速最快的品牌。

本次计划中，国美、美的双方
将进行排他性合作， 推广高新科
技下的节能、智能家电产品，响应
国家消费政策， 力促消费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通过“登峰计划”，美的全线产品
将在国美冲击100%的同比增长。

此次“登峰计划”将以提升

消费者生活品质的产品为突破
点，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将美
的品牌的匠心产品推向市场。比
如美的品牌的软水机，不但具有
水质净化功能，更可改善水的硬
度； 再比如小天鹅的干衣机，可
在雾霾或潮湿环境下，将衣物快
速烘干，舒适便捷，环保健康。

针对本次“登峰计划”的提
出， 国美高级副总裁郭军表示，
作为国美的亲密合作伙伴，美的
一直与国美保持良好合作，双方
经常就产品销售情况、消费者需
求风向及市场动态等问题进行
深入交流，美的优质的产品与国

美的线下资源默契配合，成就了
亮眼的销售业绩，也为本次“登
峰计划”奠定了基础。未来，双方
将继续在智能家电方面开展全
方位合作，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更好、更具特色的定制产品。

美的集团副总裁王金亮表
示，依据国美的线下门店资源和
供应链资源，美的产品成功打入
消费者的内部，也收获了消费者
的好评，感谢消费者对于美的的
信赖和肯定。未来，美的也将为
国美提供定制化、 差异化的产
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做值得国
人骄傲的中国品牌。

一季度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增幅近两成

我省示范区农产品出口将破20亿美元

国内消费者今后不出国
门、不需代购、不用海淘就能买
到国际市场上同等质量的产
品。记者获悉，湖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将通过开展专项帮扶行
动计划， 推动我省出口食品企
业供给端不断提质增效升级，

实现国内外产品“同线同标”生
产。“同线同标” 指的是出口企
业在同一条生产线上， 按照相
同标准来生产出口和内销产
品， 使供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的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
准。 ■记者 杨田风

“同线同标”倒逼企业瞄准国际

销售翻番 国美携手美的 强强联合推出“登峰计划”

5月5日，株洲市牵手
对接泸溪县贫困劳动力转
移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泸溪
县白沙涉江楼火热举行。
株洲市23家企业带来了
39个工种、200余个就业
岗位给力泸溪扶贫兜底脱
贫。 ■向晓玲 张克宁

孙高翔摄影报道

就业脱贫
专场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