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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市振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华
容分公司遗失华容质监局 2005
年 8 月 11 日核准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代码 4306231101277，
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岳阳市振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建
材经营部遗失岳阳市工商局 1
992 年 9 月 4 日核准的营业执
照正 、副本 ，代码 88609850 -
1，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盛大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五里牌分公司遗失岳阳楼区工
商分局 2015 年 8 月 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4306020000
614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蓝美通讯器材经
营部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新精益广告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
份，代码 ：4300154320，号码 ：
02825294、028252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诺舟大药房陡岭
店遗失发票领用簿，税号：43
0381198110177167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藏露美学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6 年 8 月 2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9143
0103338565439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旭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4 年 8 月 21 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30104395716918F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一枚;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红太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债权人于
见报之日起 45日之内到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彬
电话：13387322988

遗失声明
罗江华遗失湖南广汽长坤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统
一发票(注册登记联)，发票代
码 :143001620660，发票号码 :
01044092，声明作废。

◆周月霞遗失湖南省人事厅 2005
年 10月 16日核发的房地产经纪
人执业资格证，证书编号:00
25732，声明作废。

◆吴扬(身份证号码:42242319
7501190032)，现已不在常德
鼎信土木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工
作，特申请注销本人的《湖南
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人员
管理手册》，编号 :07360029
009，特此声明。

◆胡圣军(身份证号码:130402
197410042437)， 现已不在常
德鼎信土木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工作，特申请注销本人的《湖
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人
员管理手册》，编号 :073600
2901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精灵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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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钢，电话:13517494336

遗失声明
许丹遗失长沙太阳山路 688 号水
映加州花园 F 区 1 栋 1103 室国土
证号:053543，购房合同编号:
2011078011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佘桧娟遗失会同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8年 3月 10 日换发个
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225600006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毛氏土菜馆吴固周遗失税务局
2008年 7月 25日换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注册号 4306261952
080313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顺县金富利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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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琴，电话：15174387888

注销公告
醴陵市广发页岩空心机砖厂
（普通合伙）拟向工商部门申请
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见报
起 45日内来公司清算组办理相
关事宜。 联系人，张广平 13907414979

◆湖南商学院马靓遗失就业协议
书 11710554000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佳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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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宇，电话：18890387150

◆湖南文理学院温耀鹏遗失报到
证编号 201010549202378作废。

◆本人文雄,身份证号 432325197
403159241,公共营养师证遗失 ,
技能等级技师 ,证书编号 16180
0000020031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启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望城区质量技术监
督局 2014 年 2 月 13 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为：
0919903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雷朋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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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雷,电话：13307318396

◆张波遗失湘 A613HM道路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43
0121200046;道路运输证 ,证
号 4301212000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三爹土菜馆遗失
餐饮发票一张，代码 43001543
20，号码 05729387，声明作废。

◆陈代彪不慎遗失退休证，证件
号：（2014）57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耒阳市荣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耒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11 月 26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481000035
631；遗失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
由湖南省耒阳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32
066319-6，现声明作废。

◆张学遗失安全员证一本， 证
号：109051400029，声明作废。

◆刘俊洋遗失安全员证一本， 证
号：43152020004671，声明作废。

◆颜佳遥遗失质量员证一本， 证
号：43151060003349，声明作废。

◆向冬妮遗失中南大学学校会
计从业资格证，编号：4290041
9931202534X，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H1K622 的王强、 湘 AW3F83
的王清辉、湘 AG960Z 的杨文
武、湘 A9D22M的当事人：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
措施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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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8日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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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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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洞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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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电话：1880748477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海塘洗涤用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5 年 3 月 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056004189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化工厂劳动服务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于 2002 年 5 月 20 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510007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金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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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电话 18773213006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湘西自治州拓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湖
南铂泰利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你、 陈湘之间的借款合同纠
纷案，现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长仲裁字第
521 号裁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会
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电
话：0731-84898620。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康逸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望城
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33656501，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格瑞特物流有限公司
（简称物流公司）、湖南恒广
百货大楼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百货公司）与湖南恒广
商业大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商业公司）的合并协议，
由物流公司吸收百货公司、商
业公司，被吸收公司解散注销，
两被吸收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物
流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可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方式：
0731-84088248 联系人：吴建波
湖南格瑞特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恒广百货大楼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恒广商业大厦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11日

◆郑小玲遗失电力工程企业岗位
证书专业为安全监督员，证件
编号 1302043，作业类别高压、
特种（试验），声明作废。

◆张灿遗失身份证，证号：4301
22198402055259，声明作废。

◆李彦强遗失机械员证一本， 证
号：109071400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天虹供水材料供
应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0 年 8 月 15 日
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4301023F10486； 遗 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50583750711001； 遗 失 商 业
行业货物销售裁剪发票千元版
发票一本，代码 143000620235
票号 08695051-08695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俊丰布艺商行遗
失发票购领簿，税号为 43012
2700520031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昌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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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黄晟 1387592469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开发区旭合运输服务部
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
向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宋旭鹤,电话:13367401082

注销公告
长沙威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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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洲，电话 13907315393

随着各大银行加大力度布局
互联网金融， 利用手机银行或网
上银行来取款也十分便捷。 如果
跨行取款太费钱， 可以考虑先通
过网银转账，再取款，相对而言，
这样取现成本更低。

今年2月，工行、农行、中行、
建行、交行5家国有大银行开始联
合宣布， 手机银行境内转账汇款
免收手续费， 以及5000元以下的
境内人民币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免
收手续费政策。今年4月1日起，中

行个人网上银行境内人民币转账
汇款开始全部免费， 客户办理行
内汇款或者跨行汇款， 不论金额
大小，均可享受零手续费优惠。

7月，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
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兴
业银行、 浦发银行等12家全国股
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起的“商业
银行网络金融联盟”正式成立。联
盟宣布， 将实行联盟间账户互认
免费，手机银行、个人网银等电子
渠道跨行转账免收手续费。

多家银行陆续提高跨行ATM取现费
如何取最省钱？ 可考虑先通过网银转账，再取款

12月1日，银行卡的申办和
使用将有一大波改变。 央行此
前发布《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
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要求下个月起，ATM
机转账24小时内将可撤销，一
个人在一家银行将只能开一个
Ⅰ类户(借记卡)。

对于ATM机转账24小时内
可撤回，央行相关人士表示，该
项规定是为最大限度阻断诈骗
分子诱导受害人进行资金转账
和赃款变现。 记者从多家银行
了解到， 目前已按照总行的统
一部署，进行ATM系统改造。

与银行柜面渠道相比，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
支付机构网站等非柜面渠道由
于不能面对面接触操作人，难
以确认账户的实际操作人是不
是账户的持有人。所以，央行采
取了三项措施阻断异常交易，
自下月起执行。

■据广州日报

与电子银行渠道纷纷取消手续费不同，近期，兴业、华
夏、 恒丰等银行陆续宣布调整其银行卡ATM跨行取款手
续费：有些银行从无条件免费进入有条件免费时代，有些
银行则适度上调了手续费服务价格。

业内人士指出，几家银行不约而同提高收费，与盈利
增速放缓、 息差收缩压力之下追求中间收入提升不无关
系。不过，随着网银、手机银行的普及，以及银行卡自带的
优惠措施，还是有不少方法可以省下这笔“小钱”。

■记者 蔡平

市民周军表示， 用兴业
银行的银行卡到其他银行取
现金， 取款超过三次后手续
费从2元涨至4元。 兴业银行
客服表示， 自10月1日起，该
行将其普卡的境内ATM跨
行取款手续费调整为每月前
3笔取款免费， 从第4笔开始
每笔收取4元手续费。

其实， 不少用户发现自
己在一些银行的ATM取现
时费用“涨价了”。 所谓“涨
价”， 实际是几家以前优惠力
度很大的银行缩减了优惠，有
的限定了免费次数，有的减少
了免费次数，有的上调了超出
免费笔数后的收费标准。

记者了解到， 目前跨行

取款的收费模式，一种为按取
款笔数收费：如工行、农行、中
信等银行每笔2元，中行、交行
每笔4元，建行每笔最低4元。
异地取现则是收取取现金额
5%的手续费，不过大多限额
50元。 另一种模式为每月前
几笔免费， 超过后开始收费：
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每月前
三笔跨行取款免费，第四笔开
始收费；华夏银行每天第一笔
免费，第二笔起每笔2元(明年
1月7日起每月前三笔免费，
第四笔起每笔收取2元)。

记者对比发现， 如果异
地跨行取现1万元，不同银行
的手续费差距不小， 最高50
元，最低则是免费。

【变化】 跨行ATM机取款悄悄“涨价”

【支招】 利用网银节省跨行取款费用

下月起
ATM机转账可“反悔”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