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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花寻园艺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含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望城分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
110001644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特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1902002，编号 5510-0
06015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正文住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
镇高冲村 28组，因本人保管不
善遗失房产证一本，证号 :望
房权证高字第 00012001 号，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执行系
2013级全体三年制学生全部学
生证及警号 (S430315 -S4305
84)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章遗失谷苑路 327 号麓谷和馨
园 B区 6、7栋权证号为 71415151
0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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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慈利县彦橙方解石矿（登记机
关: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21000012974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8138174 -8）、 税务登记证
（湘国税登字 430821081381748）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金坪乡新世纪方解石矿
(普通合伙)遗失由慈利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28 日
核发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821000012319)声
明作废；遗失由慈利县国家税
务局 2013年 10月 10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湘国税登字
4308210705587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全清旺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雄伟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税号 430624574
3374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帕娜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0532938576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强盛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1035809209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麦德龙开福商场遗失长沙
市本级非税收入缴纳通知单一
张，号码：904230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隆碧瑜贸易有限公司国税
证副本与地税证正、副本遗失，
税号 4301113447622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市汇天阳光旅行社有限公
司冷水江门市部遗失冷水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1381000014082（1-1)S,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宇之杰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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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 电话：1381118195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鑫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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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西平，电话：13607301132

遗失声明
长沙兴弘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
如下证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0001
0918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09257322-7；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号码：湘国税
字 430105092573227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容芳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4年 10月 1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
册号 ：430104000113633； 不 慎
将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局 20
14 年 11 月 3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遗失，税号：4301043
20521817；以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建春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
号 431027600019628,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县宏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63500026700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桐建设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杨伏良)私章，声明作废。

项目编号:G316BJ1007224；项目名称:岳阳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51%股
权；总资产(万元):�1194.98；净资产(万元):�1184.01；项目简介：注册资本：2000 万
元；经营范围：城市管道天然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投资；凭资质证从事天然
气设备工程安装、提供技术服务与咨询。 挂牌价格(万元)�:1020.000000

重要提示：本项目已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进行法定披露，项目挂牌截止日
期以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上的公示日期为准，详情请点击北交所网站 www.cbex.com.cn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10-66295658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2日9时57分，港珠澳大桥
最后一座巨型“海豚”钢塔，在
历时7个小时后， 成功完成吊
装。至此，港珠澳大桥的江海直
达船航道桥3座“海豚”造型钢
塔全部顺利吊装完成， 也意味
着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7座桥
塔施工全部完工， 桥梁贯通在
即。

据广东省交通集团介绍，
今年3月底， 港珠澳大桥主体
工程非通航孔桥钢箱梁吊装任
务已全部完成， 通航孔桥钢箱
梁吊装预计于8月底完成，港
珠澳大桥桥梁工程合龙指日可
待。 ■据新华社

6月1日， 信达集团以总价
58.05亿元、楼面价4.8万元拍得上
海宝山区顾村一幅地块。据估算，
该项目未来的保本售价将超过7
万元/平方米，是当前该区域销售
均价的2倍。

5月30日，被市场称为二线城
市楼市“四小龙”之一的安徽省合
肥市成交12宗土地， 有10宗溢价
率超过200%，其中包河区两幅地
块溢价均超过350%，一日揽金近
百亿元， 有的地块竟吸引近20家
房企参与竞拍。

上海、 合肥土地拍卖的火爆
表现仅是一二线城市高总价、高
单价（楼面价）、高溢价“三高”地
块频出的缩影。 据克而瑞研究中
心统计，今年以来，22个热点城市
“三高”地块达118宗，其中有51宗
地溢价率在100%以上， 最高达
400%。

“地王”背后：
楼面价均超周边房价

值得关注的是， 近期所有拍
出的地王， 其楼面价均高于周边
在售的商品房价格。 记者在位于
上海泗泾地王周边的“国贸天悦”
发现， 该项目由于毗邻楼面价每
平方米近4万元的“新科”地王，房
价预期强烈看涨。 此前项目一期
销售均价约为2.8万元，即将推盘
的二期已报价3.4万元。南京单价
地王周边的在售楼盘价格在3万

至3.5万元之间， 远不及单价地王
4.5万元的楼面价。在苏州、合肥等
城市，“面粉价格贵过面包价格”
也已屡见不鲜。

地价高过周边现房价，“三
高” 地块频出……非理性的土拍
市场，令不少业内人士开始担忧。
克而瑞研究员马千里等业内专家
分析认为，目前土地市场的过热表
现，主要原因还是实体经济压力增
大，一些产业资本和银行信贷资金
纷纷涌入房地产业“找钱”。

业内分析:
开发商最怕无地可拿

面对屡创新高的地价， 一家
近期频频参与土拍的开发商投资
总监却认为，“地价高估并不是最
可怕的，最怕的是无地可拿。一二
线城市风险相对较小， 土地价格
贵还可以赌；如果未来没地，我们
手里连筹码都没有了。 因此现在
要做的就是拼命让自己依然存在
在牌桌上。”这可能是目前一些开
发商“玩命”拿地的普遍心态。

为防止发生房地产泡沫，目
前已有地方政府祭出土地出让限
制政策。苏州5月18日公告，对多
块出让的土地设定最高报价，超
过最高报价终止出让。南京5月27
日也宣布实行土地出让最高限价
办法， 在热点区域的住宅用地出
让时， 由政府设定地块的出让最
高限价。 ■据新华社

2016年高考，山东9所高
校将开展综合评价招生试
点。除统一高考成绩外，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和高校重新笔
试或面试成绩， 也将成为高
校录取学生的重要依据。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了
解到， 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
校， 在录取学生时要看综合
成绩，包括统一高考成绩、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高校
重新笔试或面试成绩， 三者
按一定比例计算形成综合成
绩。其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
上不低于50%， 其余两项占

比由高校自行确定。
经教育部批准，2016年

山东省省域内的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分校、青岛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
科技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9
所本科高校将开展综合评价
招生试点。 ■据新华社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
互通平台日前在京启动开通
上线调试，标志着这项全国广
电网络统一运营和改革发展
的枢纽工程建设取得突破。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
互通平台， 是连通全国有线
电视网络、 打造全国广电一
张网、 实现广电网络全国全
程全网业务的重要物质基
础。据统计，2015年，我国电
信业务总量达到23141.7亿
元，同比增长27.5%，其中高
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务成为增

长主力；截至2015年底，我国
电信光纤接入用户超过1.2亿
户，固定宽带用户达到2.13亿
户， 互联网电视盒子数量达
到4450万台，IPTV总数达到
4589.5万户。

据悉， 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互联互通平台建设， 将开
展跨网、跨域、跨终端的新型
业务， 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
一运营、统一管理”的资产组
织和经营管理新模式。

■据新华社

一路高歌猛进的深圳楼市呈
现出了逆转行情： 成交量连续两
月腰斩。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6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 深圳一二手住宅共成交5987
套，同比下降45%，再度腰斩。在
此前的4月，深圳一二手住宅共成
交10856套，同比下降53%。

然而， 即便成交量两度腰斩，
但价格依然坚挺。5月，深圳新建商品
住房成交均价攀升至55817元/平方
米，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96%。

市场人士告诉记者，5月新房
价格上涨源自结构性因素。 实际
上，很多开发商推迟了开盘时间，
5月开盘量并不高。

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
峰表示， 虽然一线城市采取了一
定措施，但在全国楼市“去库存”
的背景下， 二线城市楼市逐步火
热，对一线城市会有传导作用，并
且一线城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较
为旺盛， 这将导致一线城市楼市
调整期缩短。 ■据新华社

圈地疯狂，热点城市地价患“三高”症
新“地王”楼面价均超周边房价 多地出台土地出让限制政策防泡沫

深圳楼市逆转：成交量连续两月腰斩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
互联互通平台上线调试

山东9所高校招生试点：
高考成绩占比可降至50%

港珠澳大桥
贯通在即

6月2日， 在江苏省盱眙县明
祖陵镇一现代农业生态园， 工作
人员熊昌莹在采摘指尖上的“卷
心菜”。

近日， 江苏省盱眙县一现代
农业生态园由国外引进种植的指
尖上的“卷心菜”———抱子甘蓝进
入成熟期。该品种呈小叶圆球形，
外形与卷心菜相似，玲珑可爱，受
到消费者青睐。 ■新华社 图

指尖上的“卷心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