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国家海洋局获悉，
中国南海网中文版8月3日正式
开通。值得关注的是，其中部分
文献资料和地图属首次公开。

国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石
青峰说，设立“中国南海网”，旨
在通过全面介绍南海， 正面宣
传我国的南海政策、南海主张、
历史证据、 法理依据和国际合
作等，为国内外政府部门、研究
机构和民间人士了解南海问题
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 此外，
“中国南海网” 英文版计划于
2016年底开通。 ■据新华社

记者3日从最高检获悉， 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总局日前下发了《关于
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食品药品监
管领域职务犯罪的通知》。通知要求
严查的六类案件为：一是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新闻媒体
曝光，损失后果严重以及社会影响
恶劣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渎职
犯罪案件；二是食品药品安全恶性
事件涉及的渎职犯罪案件；三是负
有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存在的食

品药品行业“潜规则”不闻不问，致
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渎职犯罪案件；四是以罚代刑，对
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刑事犯罪案件
不移交的渎职犯罪案件；五是徇私
舞弊，伪造食品检验结果及动植物
检疫结果，或对应当检验检疫的不
检验检疫以及延误出证、错误出证
的渎职犯罪案件；六是国家工作人
员索贿受贿、充当“保护伞”的犯罪
和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为谋取不
正当利益而拉拢腐蚀围猎国家工
作人员的行贿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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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腾雷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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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欢，电话：13787021118

遗失声明
湖南加贝酒业有限公司留在中
信银行长沙分行金麓支行的行
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代
表贺文哲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开福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通知书(2016)湘 0105 执恢字第
77 号之二：现将肖春花持有的
坐落在雨花区万芙北路编号为
长国用(2014)第 062508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公告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五谷兄弟餐厅遗
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 份,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2200456;代码 4300154320,号
码 057252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新青年邵商实业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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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志峰 15607396999

遗失声明
北京云游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30192000062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安安防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 2015
年 10 月 29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10031044001；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0203104400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旭红电器经营
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亚广餐饮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22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3019300005740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元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湘潭白石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30001578001.账号:181922010
400035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镇头建筑园林有限责任
公司桂武高速公路第 29合同段
在中国建设银行桂阳支行营业
部开账户所预留公章和刘相林
印鉴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合道俱乐部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4年 10月 1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4000092641。 另遗失 岳
麓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40980421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4年 2月 1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4301000001816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福玺珠宝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众和天创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银行预留财务章、
周权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凰邑传承商贸发展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银行预留财务
章，声明作废。

公 告
2016 年 7 月 27 日， 我局在长
常高速宁乡朱良桥收费站一辆
车牌为鄂 Q48889 的白色客车
内， 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共
计 1 个品种芙蓉王（硬）1 万支
（50 条），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
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号码：0102617）。请物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
局（地址：湖南省宁乡县宁乡大
道三环 路 口 ， 联 系 电 话 ：
18173196957）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来接受调查处理，我
局将依据《湖南省烟草专卖管
理办法》 第二十条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依法对涉案烟草
专卖品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宁乡县烟草专卖局
2016年 8月 4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阵风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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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英 13874859515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添海洗浴休闲会
所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
票 号 码 :05752966、05753008、
05752991、057529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通慧易达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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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蕾 电话:18774917047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柳毅、孙美林：
本会受理的 [2016] 长仲字第
416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星城支行与你们之间的
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 仲裁员名册等有
关材料， 请你们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 你们选定仲裁
员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5 日、7 日、15 日
内。 如双方当事人未就本案独
任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 本会
主任将依法指定刘金鹰担任本
案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
定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30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联
系电话：0731-89912976。

注销公告
湖南盈诚盛邦投资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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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波，电话：13908436000

大额资金直投，寻高端制造业、
房地产、矿产、牧农业，在建工
程、医药能源、企业扩建。 高
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唐经理
15656017778 邮箱 jszrtz@163.com

宝泉佳创投资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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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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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声明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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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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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光明创业劳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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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伟 15084703288

遗失声明
湖南中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汨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570270766、 地 税 局
2011 年 3 月 14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 证 430681570270766、 国 税
局 2011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 4306815702707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明松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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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松 ，电话：13407302437

遗失声明
湖南省食根源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4 年 10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301220
000610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湘建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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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新 15874938577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诚建花卉苗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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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 13975825808

注销公告
长沙天强压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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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晓剑,电话:13908489326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尚美家政保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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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尚元 13207481560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奇志农业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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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奇妙 15874964655

注销公告
湖南雄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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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雄，电话 13802244002

最高人民法院3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
规定》，对网络司法拍卖的平
台准入规则、运行模式、各主
体之间的权责划分、 具体的
竞拍规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
的梳理和规范。

我国已有1400余家法院
自主开展网络拍卖

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
工程， 财产变现是实现债权
人利益的关键环节， 其中司
法拍卖是财产变现的最重要
途径之一。据统计，每年全国
法院 的 执 行 财 产 价 值 约
6000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要通过司法拍卖的途径予
以变现。

网络司法拍卖最早出现
于2010年，其市场超地域化、
拍卖快捷化、拍卖虚拟化、交
易成本低廉化、 拍卖信息透
明化等诸多特性， 使得司法
拍卖变得更公开、更高效、更
便捷。目前，我国已经有1400
余家法院自主开展网络拍
卖，进行网拍超过25万次，成
功处置标的物金额超过1500
亿元。但作为一种新事物，网
络司法拍卖实践中也存在拍

卖模式多样、拍卖主体多元、
操作规程不一等问题。

规定明确了网络司法
拍卖中各自的职责

此次出台的规定全文共
三十八条， 明确了实施网络
司法拍卖的主体为人民法
院； 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
建立全国性网络服务提供者
名单库， 具体个案中由申请
执行人选择拍卖平台； 明确
了网络司法拍卖中人民法
院、网络服务提供者、辅助工
作承担者各自的职责； 明确
了一人竞拍有效的原则；通
过规则设计努力促成一拍成
交， 对同一拍卖标的只有无
人出价时才再次拍卖； 结合
网络拍卖的特点， 改变了传
统的拍卖竞价模式， 充分保
证竞买人和优先购买权人的
权利； 确定了悔拍保证金的
处置规则； 明确网络司法拍
卖撤销的情形和责任承担；
明确了网络司法拍卖中各主
体的相关责任， 严禁网络服
务提供者违规操作、 后台操
控的行为。

据悉，规定将于2017年
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据新华社

最高法出台规定 网络司法拍卖更加规范

网络司法拍卖:一人参与竞拍也有效

最高检：严查六类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职务犯罪
链接 中国南海网正式开通

部分资料系首次公开

8月3日，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圆形屋顶
上的光伏发电板正式并网发电。

当日，经过3个多月的试运行后，浙江
温州市行政中心办公楼屋顶光伏发电示范
项目正式投运并网， 这也是浙江省内规模
最大的地市级政府屋顶光伏发电示范项
目。该项目总面积10000平方米，总装机容
量为1.066兆瓦。 新华社 图

温州市政府屋顶光伏发电
示范项目正式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