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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治芳遗失失业就业证，证号
43010200130013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小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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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二段万科金域华府二期 16 栋 22
05 室。 联系人:周锐 15675110920

遗失声明
宁乡县灰汤镇不慎遗失由国土
资源局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核
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1、 原灰
汤中学坐落于灰汤镇双建村，
面积 5169m2；2、 原东务中学坐
落于原水南村， 面积 20572m2；
3、原灰汤中心小学坐落于灰汤
村五组，面积 5490m2；4、原将军
坪卫生院坐落于将军村， 面积
5242m2；5、 原灰汤畜牧兽医站
工作站坐落灰汤村栗山组，面
积 486.91m2；6、 原洞庭桥中学
坐落洞庭桥村，面积 12513.4m2；7、
原偕乐桥工商所坐落于偕乐社
区，面积 679m2；8、原洞庭桥卫
生院坐落于洞庭桥村， 面积
822.8m2；9、 原偕乐桥卫生院坐
落于偕乐社区， 面积 2047m2；
10、 原枫木桥卫生院坐落于枫
木村，面积 2254.3m2；11、原枫
木桥人民政府坐落于枫木村，
面积 4898.7m2；12、原灰汤镇人
民政府坐落于灰汤村， 面积
5549m2；13、原偕乐桥派出所坐
落于偕乐社区，面积 930m2；14、
原偕乐桥法庭坐落于偕乐社
区，面积 663m2；15、原偕乐桥农
技站坐落于偕乐社区， 面积
1516m2；16、原偕乐桥木材站坐
落于偕乐社区， 面积 7572m2；
17、 原偕乐桥卫生院坐落于偕
乐社区，面积 2047m2；18、原偕
乐桥区联校坐落于偕乐社区，
面积 4294m2；19、原宁乡水土保
持站（灰汤）石坝子苗圃场，面
积 36358m2； 以上土地使用证因
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正天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
证号 430200000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宏泰肥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 (唐志 )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富祥足浴休闲中
心遗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543
20,号码 0443949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宁乡县鹏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之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2015 年 5 月 20 日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
30194000018387，组织机构代
码为 32069015-1；税务登记证
号（国）为 430121320690151；
税务登记证号（地）为 430121
320690151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J6X92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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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信件
未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
送达，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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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7月 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执照正本，经营者李
军，名称捷达湘 AX2478，注册
号 430191600068627， 成 立 日
期 2000年 4月 12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那确实农业综合
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望城
区地方税务局 2012年 11月 16 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
012205584653X,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桃李天下教育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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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宗 电话: 18142642503

遗失声明
长沙秉义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于 2016年 7月 10日遗失公司
财务章一枚、人名章（王刚）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拍卖中止公告
原定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8 分在邵阳市红旗路 130
号（工行邵阳红旗路支行院内）
二楼拍卖厅召开的原湖南省邵
阳百货采购供应站文体批发部
门面拍卖会因故中止拍卖，再
次拍卖时间另行公告。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19日

遗失声明
足迹鞋店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
家税务局 2008 年 9 月 1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5
197311302532，声明作废。

◆王亚军(身份证:4323221973
10300120)遗失水岸新都 73 栋
1109号房屋预告登记证明，编
号为 :211013953，声明作废。

◆张家军遗失身份证，号码 4330
24197304248650，声明作废。

◆张紫荆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9
81199711148326,声明作废。

◆肖善文 2016年 7月 16日遗失身份
证 430124198008050049，声明作废。

◆徐嘉雯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031991120500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技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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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勇谋 电话 15173103535

遗失声明
长沙富欣彩色印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浩明万达生物科技（长沙）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分局 2015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1930000915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米精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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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晶晶 13707331380

遗失声明
长沙阿诗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于 2014年 3月 6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全
部遗失，注册号 430104000086
788，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永兴县至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30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武新宇，电话 1817350531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中渝百货商行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 :4300153320,发票号码 :
035699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祥远砂石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汨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
14年 1月 16日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代码 090875352，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仁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11 月 2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1
0002777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宝立装饰遗失长沙万达广
场装修押金收据,编号:141235
7,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袁强遗失 2011年 9月 2日核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430523
1990071072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汨罗江大桥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汨罗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08 年 10 月 1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810000049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汨罗市承楚韵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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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飞虹，电话 18373022300

遗失声明
桦洁商贸（上海）有限公司长
沙一分公司遗失废票一份，发
票代码：43001511320，发票号
码 043991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湖南向阳红花炮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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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
人民东路进农大路西侧 2 号门
面。 联系人：彭小平，
电话：18942507398

遗失声明
平江县创业印章有限公司遗
失作废发票 4 张，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300154320，
发票号码:05457831、05457832、
05457833、05457834，每张金额
均为 160元，声明作废。

◆车立刚遗失中南大学毕业证，
编号:105331200505000185，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微客云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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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岩，电话：18673036300

◆夏珍遗失就业报到证，编号 20
16143603006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领驰化妆品商
行遗失岳阳楼工商局 2013 年 9
月 16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6026001771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颖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 2013年 7月 9日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2413441，声明作废。

◆覃澧芝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4301031968121920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福耀汽车玻璃配件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1年 5月 10日
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1/2）
Ｓ，注册号为 430102000058
826，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安乡县廖氏药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721MA4L4M048F，
投资人变更为龙军，经登记机
关核准登记注册，特此公告。

公告声明

◆俞清遗失岳麓区麓谷大道 19 号
达 美 梅 溪 苑 2、3、4、5 号 栋 19
06 室税收缴款书第一联，票号，
00958668,金额 22025元，声明作废

◆黄淑纯遗失坐落于芙蓉区识字
岭干塘坡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码为 00363497；声明作废。

◆李玉花遗失邵阳学院报
到证，证书编号：20141054
7200954，声明作废。

◆黄越遗失保利西海岸 A1 栋 2006
房购房发票，票号 00020333，金
额：400000 元；费用收据，票号
0001500，金额 200 元，声明作废。

◆张衍遗失二代身份证及 C1
驾驶证，号码：4309231987042
53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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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空军机群赴南海岛礁战斗巡航
战斗巡航将继续常态化进行 19日至21日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近日，空军轰-6K飞机在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巡航。 新华社 图

7月18日，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
海南清澜海事局航行警告：明起3天
（19日至21日）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
训练。对于军事训练的内容，通告中

并未提及。
此前，从7月5日至11日，解放军

曾在海南岛以南西沙群岛水域进行
军事演练。

连线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
进科大校7月18日在北京宣
布：中国空军近日组织了航空
兵赴南海战斗巡航。这次南海
战巡，空军出动轰-6K飞机赴
黄岩岛等岛礁附近空域进行
了巡航。

申进科介绍， 中国空军
航空兵此次赴南海例行性战
斗巡航， 紧贴使命任务和实
战准备， 轰-6K和歼击机、侦
察机、 空中加油机等遂行战
巡任务，以空中侦察、对抗空
战和岛礁巡航为主要样式组
织行动， 达成了战斗巡航目
的。

申进科表示， 中国空军航
空兵赴南海战斗巡航， 旨在推
动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发
展， 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
实战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 他表示：“根据有效履行空
军使命任务的需要， 空军航空
兵赴南海战斗巡航， 将继续常
态化进行。”

空军新闻发言人指出，南
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
土，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不容侵犯。 中国空军坚定不移
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海洋权
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应
对各种威胁挑战。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
员吴胜利18日在京会见来访
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
理查德森一行， 就共同关注
的海上安全问题， 特别是南
海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吴
胜利强调， 我们绝不会牺牲
南海主权权益， 这是中国的
核心利益， 事关我们党的执
政基础、国家的安全稳定、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不要指
望我们在领土主权上作出让
步； 我们绝不会畏惧任何军
事挑衅， 中国军队是维护国
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坚强力量， 中国海军已做好
充分准备应对任何侵权挑

衅； 我们绝不会让岛礁建设
半途而废， 南沙是中国的固
有领土， 在南沙岛礁进行必
要的建设完全合情、合理、合
法，不管是什么国家，还是什
么人，施加什么压力，中方都
会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岛礁建
设； 我们绝不会放松警惕而
不设防， 防御设施的多少完
全取决于我们受到威胁的程
度， 那些企图通过展示军事
肌肉迫使我们屈服的做法，
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我们绝
不会放弃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的努力， 尽管当前存在许多
消极因素， 但我们仍将坚持
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
议，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危机。

今起3天在南海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立场

吴胜利会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中方绝不让岛礁建设半途而废

我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
科考母船“张謇”号17日抵达
南海目标海域， 开始进行多
项科考设备深海测试和科学

调查。 这片目标海域位于北
纬21度、东经118度，最深处
达2598米。

■综合新华社

“张謇”号抵达南海开展科学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