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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泰升食品工贸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04年 12月 24日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
02024935 声明作废。

◆黄鸣遗失宁乡县玉潭镇人民中
路 716003094号房产证，作废。

◆黄鸣遗失宁乡县玉潭镇宁（2）国
用（2016）第 5156号国土证，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刘鸿遗失律师执业证，编号：
143102001108623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方寸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 吴飞，电话 18692265030

遗失声明
湖南省拜尔艾克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年 11月 1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30193
000079157,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龙桥御园业主：
宁乡御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将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在龙桥御园
物管中心进行现场交房，届时
请按照《入伙通知书》的提示
内容带上相关资料前来办理交
房手续。 特此公告。
详情咨询：13548673233朱先生

宁乡御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9日

遗失声明
长沙一婷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5年 2月 2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03000090519，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H6V52当事人、
车架号：018056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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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0日

遗失声明
陈 湘 文 (31010419690329403X)
遗失 2012 年 1 月 9 日开具的税
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2010)
湘契完 0000751683)第一联，缴
纳契税 29809.36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石马村牲猪繁养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决定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宋绍庆 电话：13907443251

◆湘 A31758车险标志遗失,
单证号 QJAW1601227335,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仁仁洁国际清洁科技有限
公司望城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
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22MA4L4AG71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和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聚金阁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2876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汇金经贸有限公司汇天
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100074915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化县邓红丽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923600
2116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金康药房遗失
由岳阳楼区国家税务局 2010年
4月 16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 43060255301359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下属机构车牌为
湘 A00336警登记证书、湘 000
52 警行驶证、湘 00285 警车牌
遗失，湖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车牌为湘 AYY046 登记证书遗失。

注销公告
茶陵县枣盛矿业有限公司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请债权，逾期
视为弃权。 联系人：唐会仔，
电话：13974104966

遗失声明
湖南大和通发广告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银行华龙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100233320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遗失发
票，号码 00588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创一纸业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09660186-2，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岳阳何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合并协议，湖南泰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岳阳何佳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岳阳何佳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湖
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续，
岳阳何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湖南泰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双
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
并各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唐进
联系电话：0730-8278023

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8日

遗失声明
桂东县沙田镇安安蛋糕店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正副本，
证号 431027600040336,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徐聪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510545200555，声明作废。

◆彭银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
01111989020921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伊甸园在线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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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丁勇，电话 17708466122

遗失声明
岳阳市福安居房地产中介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602000030813，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福安居房地产中介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
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起 45日内向本公司解算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安全 18007306504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卡贝服装店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发票联 1份，号码 1786
3865 代码 14300151012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红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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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兵，电话：15814145858

◆路婷月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号 152801199310231249,作废

企业信息
◆常德市荣华市容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4307
21083587926，声明作废。
◆常德市荣华市容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430721
000009603，声明作废。
◆安乡县陈家嘴烟花鞭炮厂 ，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43072100000
4545(2-2)，声明作废。
◆安乡县利安交通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430721574331722，声明作废。
◆安乡县金苹果网吧，迁址到
深柳镇书院洲社区浙江路现代
城 3号楼 5-6号门面。 特告。
◆安乡县陈家嘴镇遗失建规[选]
字第安规村选（2015）009 号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声明作废。
◆安乡县总工会遗失所属 4 家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一
并声明作废：①安乡县职工维
权帮扶中心，证号 143072100704；
②安乡县退休职工补充养老保险
站，证号 143072100166；③安乡
县工人俱乐部，证号 143072100
124；④安乡县职工学校 ，证号
143072100125。

注销公告
经长沙派森百食品有限公司股
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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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刘奕麟，电话：18907150610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
段 479号建鸿达现代城 1110 房

注销公告
长沙市晟宸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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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电话：13755077407

◆刘忠书不慎遗失身份证，身
份证号：43042119741016577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七七七装饰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12100008687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传义商贸有限公司经投
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袁传义，电话 13975012518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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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绍征遗失长沙学院毕业证，
证书编号：110775201406001
330，声明作废。

◆姜明亮遗失二代身份证 ,证号
2323251980092826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康拜仁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一份，号码 00260993，金
额：26254.70 元，发票代码：
4300131140，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军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毛君辉，电话：1376206595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梅溪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毛君辉，电话：13762065955

注销公告
长沙茗品尚居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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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锋，电话：18621726670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吴长发遗失由龙山
县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
3130600093317 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同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4 月 3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4301030558103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
科亮网吧遗失湖南省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合格证正、
副本，证号 :湘公网安 (证 )第
43010700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普节能环保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 20
07年 5月 30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430105776779
3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焱 (430402197608030029)遗
失 2009 年 12 月 21 日开具的税务
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2009)
湘契完 0000662705)第一联，缴
纳契税 2771.61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计自控系统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5月19日， 省质监局计量院
对大润发天心店进行了定量包
装商品净含量现场抽查，结果显
示，定量包装产品均“足秤”。

5·20世界计量日
质监局在行动

据了解，“5·20世界计量日”
活动期间， 省质监局及各市州质
监局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组织开展
了对象为全省定量包装食品生产
企业的包装现场、 成品仓库和市
场在销商品的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专项抽查，主要包括粮油制品、
调味品、 肉制品和方便食品等与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

统计数据显示，专项抽查期

间，我省共抽查生产企业761家，
定量包装食品1761批次，净含量
检验合格率为92.7%， 净含量标
识标注合格率为93.1%，抽查156
家商场、超市、连锁店待销的商品
496批次，合格率为90.8%，标识
标注合格率为92.5%。

定量包装商品合格率
逐年攀升

据省质监局局长欧阳彪介
绍， 连续多年实施的计量监督抽
查表明， 我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的合格率逐年攀升，由2011年
的82.7%上升至2015年的92%，5
年来共计查处596家违法企业。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王诚

“十二五”期间，湖南充分
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规模
迅速扩大。记者日前从省统计
局获悉，“十二五”期间，我省
投资总量累计达9.23万亿元，
年均增长23.7%，是“十一五”
期间的3倍多， 超过了1950年
到2010年61年投资的总和。

民间投资唱“主角”
基础设施投资成重点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五年
间我省累计完成民间投资5.9
万亿元， 占全部投资的63.7%，
年均增长25.4%，增速高于全部
投资1.7个百分点，而国有经济
投资占比从2010年的33.8%逐
年下降到2015年的30.2%，下
降了3.6个百分点。这表明民间
投资已经成为拉动我省投资增
长的主要力量。

“十二五”时期，湖南累计
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2万亿元，
年均增长21.2%。其中，交通运
输累计完成投资约7186.47亿
元，占全部投资比重的7.8%。同
时， 累计完成民生工程投资
5465.83亿元，年均增长39.8%。
其中，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
公共设施项目的投资大幅增

长， 一批重大科教文卫项目也
相继实施建设。

资本产出率不高
存“融资难”问题

2011-2015年， 湖南投资
率呈逐年攀升态势， 但从投资
效果系数来看，我省资本产出率
不高，五年间我省投资效果系数
平均为0.16， 即每完成1元固定
资产投资，仅能增加0.16元的经
济总量。

项目建设方面，“十二五”时
期湖南新开工在建项目148343
个， 计划总投资79683.77亿元。

其中，2015年新开工在建亿元
以上项目仅1294个，新开工10
亿元以上在建项目仅41个，新
开工50亿元以上的在建项目
仅有6个。

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
自筹及其他资金累计完成
87394.06亿元， 占全部资金来
源的84.4%�，而国家预算资金、
国内贷款、 债券和利用外资所
占比例极小， 表明我省投资资
金来源比较单一， 存在“融资
难”的问题。

■见习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邓海龙

我省投资猛增，民间投资唱“主角”
“十二五”期间投资总量年均增长23.7%

5·20世界计量日，质监局抽查显示———
我省定量包装食品九成“足秤”

据省质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 定量商品外包装上应在显著
位置正确、清晰地标注净含量，即
去除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
装物的实际重量。按照《定量包装

商品的计量监督规定》，标称净含
量在50至100克（毫升）的商品不
得少于实际量的4.5克（毫升）。如
果经查未正确标注且逾期仍不整
改，将处一定数额的罚款。

“十二五”期间，我省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2万亿元，年均
增长21.2%。

未正确标注将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