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地铁6号线
涌水险情已控制

7月18日，施工人员在武汉轨
道交通6号线琴台站进行抢险作
业。7月17日晚间， 武汉地铁6号线
武胜路站至琴台站区间发生涌水
涌沙险情。截至18日10时15分，施
工方已经组织上千工人紧急抢险，
目前险情基本得到控制，初步了解
未造成人员伤亡。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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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省房立美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 年 4 月 2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93
0000704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东方建筑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地
方税务局 2014年 12月 2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0104
765643884，声明作废。

撤销 解散（注销）公告
岳阳华都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0062
223904c）经股东会决议撤销
注销备案，解散清算小组，恢
复经营，声明在三湘都市报 20
16年 6月 3日刊登的注销公告
无效，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兴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年 7月 23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430102000228094的营业
执照正本和长沙市芙蓉区地方
税务局 2014 年 8 月 20 日核发注册
号 为 430102396966388， 管 理
代码为 2779874 的地方税务登
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阴县顺辉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鲁顺良,电话 13807408591

遗失声明
湖南金土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
0161320,号码 03400759，作废。

注销公告
互动时代电子科技（长沙）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滕宁， 电话：13549660324

注销公告
湖南麦吉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午尧
联系人电话：15074966665

遗失声明
湖南海通酒业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53320，发票号码：0448
21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一科工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泽赛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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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陈赛 电话：18073102452

注销公告
江永中合利德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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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蒋雯；电话：15273194037

注销公告
江永中合利民市场发展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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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蒋雯；电话：15273194037

遗失声明
隆回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以下合格证：
WEA141603235350、
WEA101605253492、
WEA1X1605250998、
WEA151605253627、
WEA161605253624、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跃博电气有限公司遗失三
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商业承兑
汇票一张，汇票票号：0010
0061/259493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男人之家服饰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13年 9月 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24
0000135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硒茶源茶楼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9 份，发
票代码 4300161320，发票号码
03470127-03470132 、03470134、
03470135、034701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
星沙支行遗失禹情芝位于“长
沙博雅湘水湾三期 7栋 805 房”
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证，
证号：2110116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胜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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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林府，电话：13975967776

遗失声明
湖南国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
14年 5月 15日核发的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副本，证号:B34
94043160131-3/3，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6 年 5 月 28 日湖南瑞然
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 3000万元减至 200万元，
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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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13786189866,联系人：吴艳珍

公告声明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额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个人
各类项目。 ★房地产、各类厂
矿、电站、新能源、农牧林、养
殖业、酒店、制造加工、在（扩）
建工程。 ★流程简便快捷。

智上投资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028-67739999

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矿山、
农业、旅游、在建工程、地
产，医药能源，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 ,15255592399 陈总
邮箱 :chen541109@163.com

安徽宝泉佳创投资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大额资金 直投项目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
持，投资项目：房地产、水电
站、农牧林业、养殖、制造加
工业、矿产能源、工程、在
（扩）建项目或经营性企业等。
028-82886999

快速简办个人借款
上门服务，当场放款 155741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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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借款招商、理财咨询

便民搬家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房地
产、矿山、电站、农牧林、制造
加工等各类新建项目） 区域
不限，企业个人均可。轻松解
决资金困难。 诚聘商务代表
028-680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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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投资，
区域不限，可免抵押。 多年专
营快速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
困难（煤矿、旅游、交通、林业、
房地产、在建工程）短期拆借，
手续简便。

发亿直投西部
领先

028-6880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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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办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 现有建筑工程、工程
造价、装饰装潢、城市轨道管理、电梯工程技术等 20 余个
专业，面向应、往届初、高中学生开设中级技工、高级技工
和技师班，就业率 100%，两年后可参加单招或对口高考。
农村和城镇户口学生前两年入学即减免学费 3200元。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招生

联系电话：0731-82920911��网址：www.hnjzgjjx.com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古堆山巷 11号

注销公告
长沙全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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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武军 电话 14786496999

遗失声明
湖南同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5 年 5 月 4 日核发的国税、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
301223385677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浩明万达生物科技（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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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琴，电话 18711158543

遗失声明
长沙市真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梦兰迪服装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梦泽园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10019357801。
另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号:G1043010201935780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宏翔电脑数码摄影工
作室遗失岳阳楼工商分局 2014
年 2月 26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3060260044623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广宇工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姜虹宇 13317408078)
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株洲市优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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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晶晶 1370733138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18
日对外发布。 这一深化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
领性文件有哪些重要看点？

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

《意见》明确，坚持企业投资
核准范围最小化，原则上由企业
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投资行为。除
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
全、 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
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
益等的企业投资项目外， 一律
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
府不再审批。

“多评合一”的
中介服务新模式

《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多
评合一、统一评审的新模式。加
快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进程，
打破行业、 地区壁垒和部门垄
断， 切断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
部门间的利益关联， 建立公开
透明的中介服务市场。

今年以来， 我国民间投资
增速持续下滑。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 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2.8%， 较前五个月继续回
落1.1个百分点。在影响民间投

资的诸多因素中， 有民营企业
反映， 一些中介服务机构在与
政府脱钩后， 依然存在项目繁
多、审查重复、评审效率不高、
中介费用较高等问题， 企业不
堪重负。

试点金融机构
持有企业股权

《意见》提出，开展金融机
构以适当方式依法持有企业股
权的试点。当前，融资难融资贵
依然是困扰我国企业特别是民
营经济的主要问题。企业直接融
资仍然不高。与此同时，商业银
行依靠间接融资“吃利差”的日
子越来越不好过。

“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依
法持有企业股权的试点， 有助
于小微企业、 创业企业等轻资
产企业从银行拓展融资渠道。”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说，
一方面， 股权融资业务以其轻
资本、高收益的特点，正在成为
商业银行提升盈利能力、 加快
转型的重要创新方向； 另一方
面， 商业银行以适当方式依法
持有企业股权， 将有效减少中
间环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顺
应企业股权融资的巨大需求，
有 利 于 提 高 投 融 资 效 率 。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
计数据，6月份价格环比上涨
城市个数继续减少、涨幅继续
收窄，价格同比上涨城市个数
继续增加，但涨势有所放缓。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的城市分别有55个和48
个，分别比上月减少5个和1个；
下降的城市分别有10个和14
个，分别比上月增加6个和1个。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的55个城市里， 有33个城市

的涨幅比上月收窄； 最高涨幅
为4.9%，低于上月0.6个百分点。

“环比涨幅总体继续收窄。”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说，分城看一线城市环比
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二三线城
市环比涨幅持续收窄。

与去年同期相比，6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
分别有57个和52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7个和2个。价格同比总
体继续上涨， 但涨势有所放
缓。 ■据新华社

中央出台意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银行可出资当股东，缓解企业融资难

6月份房价涨势继续放缓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18

日证实， 德国一辆载有中国学生
的大巴车17晚在行至科隆附近的
高速公路时， 因躲避障碍物紧急
刹车，导致3名学生受伤。

中国学生德国遇车祸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近日
发布， 提出要将必要的法律常识
纳入不同阶段学生学业评价范
畴，在中、高考中适当增加法治知
识内容。 ■均据新华社

中、高考将适当增加
法治知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