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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三旗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4306000000
62417(2-1)，地税登记证正本，
代码 43060256173283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贤聚乒乓球俱乐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区分局 2015年 6月 2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036003017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位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伍筱翛，电话：1362748088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高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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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勇军 1397508166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湘潮饭店(4309
8119860121501X01)号遗失湖
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联。
发票号:05253601、05253635、
05253636、05253637、052536
38、05253639、05253640 共计
柒张，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威仕德税务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曹艳（18773003666）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岳阳市博安软件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熊辉（15200315566）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岳阳市坤元房地产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李月华（07
30-8758130）申报债权。

遗失声明
长沙汇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5年 12月 9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2209293856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兴华洗衣机配件
专店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税 号 4307031965020996
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兴华洗衣机配件
专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4 月 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102600114978，声明作废。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16年 4月 27日湖南汇远
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600 万元减
少至 42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 :谭现初
电话:18152601818

遗失声明
长沙宏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 3294883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红宇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号 0642289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诚海食品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1220000706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阳晨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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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婷，电话：13469072188

遗失声明
湖南之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区分局 2014年 10月 22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
0111000269959；遗失长沙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3205323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天强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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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婷，电话：13469072188

遗失声明
湖南赛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5323102，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G104301030
253231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中连乡民兴煤矿遗失
采矿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
C4300002009061110041870。
另遗失湖南省非税收人一般缴
款书采矿权价款，编码 :0206
020203，号码:湘财通字(2011)
No.1003628149， 声 明 作 废 。

注销公告
湖南福屹得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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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电话 13548752910

注销公告
湖南宁汇商品经营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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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昌生 电话 18256461988

遗失声明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营
业部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
码：P1043010010090241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兰英遗失宁乡县花明楼镇郭
兰英液化气灶具经营部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460028061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6年 5月 30日本公司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认缴资本）从 3000 万元减少
至 500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
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
系人：胡吕良 电话 0730-3262339
湖南百事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5 月 30 日

遗失声明
长沙星隆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岳麓分局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91430104MA4L1MGHXY；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绿皮火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98329
4258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岛土大力快餐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
发票 1 份，代码：4300153320，
号码：053930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思航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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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南 电话：13787004966

遗失声明
长沙福昕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121758001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长沙市
分公司遗失已使用保险发票一
式四联，流水号 NO:150000082
729，150000082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小布休闲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号：32940233-9；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长沙点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 430193000057529，原于 2
015年 10月 16日《三湘都市报》
第 A15 版刊登清算公告，告
知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有关的
债权人可申报债权。 现经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解散清算组，终止清算，
公司继续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长沙点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31日遗失声明

湖南中人人事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
1 份,发票代码 243001570175，
发票号码 201103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玛琦电器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请各位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女士,电话 13975106675

注销公告
宁远县家和家具城注册号：431
126000006509经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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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宁远县舜陵
镇沿江路（县百货大楼内）。
联系人：刘德仁，电话：13907466773

遗失声明
望城县乔口农贸大市场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地税正本，税号：
4301225827721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你好大药房渔
都店（普通合伙）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 430602000007513 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你好大药房渔
都店（普通合伙）经合伙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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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莲 ，电话 13789015226

遗失声明
湖南博鼎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13901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容大纸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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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湖
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曲尺乡谭家
段村碧玉花园梅园区 3-7 号。
联系人：易化斌 电话 18670845573

环评公示
湖南海诺居家具有限公司位
于长沙县春华镇大鱼塘村，租
赁原春华镇大鱼塘村现有厂
房， 生产木制家具及展柜，详
细信息见环评爱好者（http://
www.eiafans.com）。 公众在本
公示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
的意见和看法可联系：湖南海
诺居家具有限公司赵总，
13307489443、环评单位中机
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李工，0731-8538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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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坟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员干部
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和
民政部等九部委《关于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长
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拟按南湖
片区生命主题公园概念性规划
要求对金陵城市绿化墓园进行
提质改造。 敬请 1953 年至 19
58年间安葬于金陵城市绿化墓
园的所有棺葬坟主的家属前来
我处办理登记，协商迁坟事宜。
第一期迁坟改造区域为江语园
（观音园樱花四区至上善园红
线处北侧坡面）和观音园东面
靠玉泉寺的棺葬墓区。 请以上
范围内的坟主家属于 2016 年 7
月 31 日前，来我处公墓管理科
办理迁坟安置手续。 逾期未办
或私埋乱葬的，我处将按《殡
葬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集中
办理。 特此公告

长沙市殡葬事业管理处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联系人：杨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203030；
85214944 联系地址：金陵城市
绿化墓园（原解放山墓区山顶）

购新车不足两月发现曾补漆

2015年2月，常宁市消费者
廖某在常宁市“动力快车”公司
（“天禧”公司的代理商）签订购
车合同，以13.19万元价格购买
一辆白色轿车。由于“天禧”公
司系衡阳地区该型号轿车唯一

合法供应商，“天禧” 公司向原告
廖某开具了发票。

同年4月19日，廖某在为新车
进行车辆护理时， 被美容技术人
员告知车辆前保险杆有明显的油
漆修补痕迹。 廖某这才意识到可
能买到有质量瑕疵的修复车。

廖某随即将情况反映给被告

动力快车管理人员，“车曾有修
补痕迹” 一事获得对方认可。不
过，动力快车、天禧公司仅同意
更换车辆前保险杠等配件并赔
偿10次高级保养费用，不同意廖
某的更换新车请求。

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随后，廖某投诉到常宁市消
费者委员会。 由于协调未果，廖
某在常宁市消委、衡阳市消委建
议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判决被告
“天禧”公司“退一赔三”。

据了解，虽廖某同“动力快
车”公司签订购车合同，但我国
相关法律规定发票开具方即视
为销售主体。法院认为，被告在
发现车辆问题后，不积极诚实协
调处理，从而引发纠纷，应承担
民事责任。

在常宁市人民法院的一审
判决书中，记者看到，根据《欺诈
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结合正
施行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
罚办法》， 认为天禧公司的行为
构成商业欺诈，对原告要求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
定，要求退还购车款并以3倍购
车款增加赔偿损失额度的请求
予以支持。

消费者13万元购小车获赔39万元
湖南首例汽车“退一赔三”落定 4S店卖旧车构成欺诈

到今年5月底，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实施已两年有余。据
吴卫介绍，新消法将过去的“退
一赔一”修改为“退一赔三”，并
增加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元的，为500元”的规定。

此外， 新消法还为消费者
破解“维权成本高”提供了一把
利器，即“举证责任倒置”，对于
消费者购买的电脑、汽车、电视
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商
品或装修装饰服务，在6个月内
发现质量瑕疵， 双方存在争议
的，需由商家承担举证责任。

“该案的判决，两级人民法
院准确适用法律，依法对汽车销
售欺诈行为作出了‘退一赔三’
的判决，是新消法实施以来一个
具有示范意义的判决，这一判决
不仅对经营者规范自身经营行
为具有警示作用，同时更能起到
鼓舞消费者主动维权的作用。”
吴卫表示，新消法实施后，明确
了广大经营者消费维权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消费者在遇到需维
权的消费纠纷时，应该勇于拿起
新消法这一武器， 自觉维权、依
法维权。

呼吁 消费者应勇于利用新《消法》维权

在此次的汽车消费维权案
中，被告以车辆合格证和原告方
签名的《新车交车确认单》为依
据，抗辩车辆为新车、合格车辆。
而据记者了解，在汽车销售的过
程中，这也成为诸多汽车4S店交
车的一个必经流程，被视为消费
者“对接受了一部没有问题的新
车”和权益的切结认定。

不过，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新车交车确认单》仅
是在人力肉眼所观测的限度内
进行的一项检测， 难免不存在

疏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对于新产品的认定
给予6个月的宽限期限， 即只要
消费者在购买新产品的6个月内
发现新产品瑕疵， 产品的生产
者、经营者都要承担责任，发生
争议要承担举证责任。

在对案件的二审中，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 天禧公司行
为构成商业欺诈，下达二审判决，维
持一审原判，即“退一赔三”。5月31
日，记者了解到，该维权案原告已向
法院申请二审判决强制执行。

维权 新产品有6个月“宽限期”■记者 朱蓉
通讯员 许英

5月31日， 湖南省消费者委
员会、 衡阳市消费者委员会联合
对外发布，我省首例汽车“退一赔
三” 消费维权案二审在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判决， 汽车
经销商“天禧”公司涉嫌商业欺
诈， 被判向消费者廖某退还
购车款13.19万元及各项
税费， 同时另外赔偿3倍
购车款39.57万元。

“这是新《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实施以
来，我省判决的首例汽
车‘退一赔三’案，在我
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运动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 湖南省消费
者委员会负责人吴卫
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