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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7日 第 201613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28 19 26
下期奖池 ： 1041642655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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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长沙爱森巴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饶小华：88619185

遗失声明
保靖县冉星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保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2
5NA000278X；遗失保靖县税务
局核发的 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4331253943
2281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3943228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子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2010年 6月 24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4301026616
5428X。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
家税务局 2010 年 10 月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
010266165428X。 另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1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10006885703， 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云楚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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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林，电话：13607397191

一、项目概况。 根据市场需求，
依托自有先进酶催化技术、公
司酶法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生产
设施、污染防治设施，在已征预
留场地实施《生物催化系列产
品二期改扩建项目》，将生产非
天然氨基酸系列产品。
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
宝利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王先生 电话：13787190541 邮
箱：wangshengfeng1@163.com
环评单位： 湖南润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蔡先生 电话：82800363
邮箱：996957585@qq.com
三、公众参与方式。（1）征求意
见对象：周边区域单位及居民。
（2）填写问卷调查表，以信函、
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
湖南宝利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25日

湖南宝利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物催化系列产品二期改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遗失声明
长沙艾赛思坦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4300151320，
发票号码：028209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爱有为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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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敏，电话 15111075768

注销公告
湘潭力农农机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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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立嵩,电话:18608485300。

遗失声明
冷水江博学天下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遗失冷水江民政局于 2012
年 1月 5日颁发的民办非企业登
记副本,证号 0100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仁美誉电器商行遗失安仁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年 4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431028600052821； 遗 失 国 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31028
L48504526；特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2014〕政国土
字第 231 号审批单批准征收集体
土地 53.5725 亩作为湖南省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扩建建设项目
用地；长沙县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发布〔2014〕第 68
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具体
位置是湘龙街道办事处土桥社
区八亩丘组桎木湾组、永红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请位于上
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从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20 日内速与长沙
县征地拆迁中心联系办理迁坟
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
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特此公告
唐 15874008813礼 13787148400
联系地址：湘龙街道办事处土
桥社区 2016年 11月 25日

遗失声明
长沙云腾模具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4年 3月 1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30102
000206975； 遗 失 国 税 税 务 登
记证正、副本及地税副本，税
号 43010209542653X； 遗 失 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9542653-X；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3810801， 信 用
机构代码证 G10430102023810
806,以上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才子府业主：
长沙才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在才子府营销中心及物业服
务中心对才子府项目一期 5 栋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始交房）、
7 栋（2017 年 1 月 31 日开始交房
）业主进行现场交房 ，届时请
您按照《才子府入伙通知书》及
《入伙温馨提示》的提示内容 ，
带上相关资料前来办理交房手续。
详情咨询：0731-88792888
特此公告

长沙才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28日

注销公告
龙山县腾龙医院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田青春，电话：13974374986

遗失声明
湖南汇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乐巢室内空气净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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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海 15111308998。

注销公告
长沙名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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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屯
渡街道古曲中路 888 号芙蓉上
河图新寓 4005 房 ,联系人：黄
鹏,电话:13739057533。

芙工商案字〔2016〕046号
关于对长沙市芙蓉区云天饲料
添加剂贸易行等 195 家企业无
正当理由已自行连续停业六个
月以上的处罚决定。
经查， 长沙市芙蓉区云天饲料
添加剂贸易行等 195 家（名单
见长沙工商红盾网） 无正当理
由已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 且没有到我局办理注销登
记，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三十六条
的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
证据材料予以证实：证据一：连
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
告的证明材料；证据二：通过登
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的证明材料。 以上所有证
据均查证属实，我局予以采信。
本局依法于 2016 年 6 月 6 日
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红盾
网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芙工商
听字[2016]0000562 号《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在法定期限
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
见和听证要求。 根据《个人独资
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
条规定，我局决定：吊销长沙市
芙蓉区云天饲料添加剂贸易行
等 195 家《营业执照》。 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 可在接到处罚决
定书 60 日内向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或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或者在 6 个月内直接向长沙
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芙工商案字〔2016〕045号

关于对长沙风乐广告有限公司
等 3588家企业无正当理由已自
行连续停业六个月以上的处罚
决定。 经查，长沙风乐广告有限
公司等 3588家企业（名单见长
沙工商红盾网）无正当理由已自
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没有
到我局办理注销登记，已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上述违法
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一：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
送年度报告的证明材料； 证据
二：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
无法取得联系的证明材料。 以
上所有证据均查证属实，我局予
以采信。 本局依法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红盾网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
芙工商听字 [2016]0000561 号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在法定
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和听证要求。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一条规定，我局决定：吊销长沙
风乐广告有限公司等 3588家企
业的《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处
罚决定， 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
60 日内向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或长沙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直接向长沙市
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年 6月 24日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注销公告
湖南中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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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丰,电话 1867036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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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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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 搬家●

公告声明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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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微信办理

大额资金 项目直投
★企业及个人融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
殖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
起投，手续简便，利率低，代缴
工程保证金、土地出让金。
028-66000068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持，
地产、矿山、农牧林业、生产
企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鑫合财富大额直投

详询：400-837-8677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诚寻项目、地产、矿产、旅游、
农林牧养殖业、 制造加工业、
企业扩建、在建工程、新创意
等项目。 自有资本雄厚、审批
快、到位快。 高薪诚聘区域代表
13665690018胡经理
邮箱：13665690018@163.com

遗失声明
湖南祥云飞天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 ， 代 码 号 ：074
98947 -2；遗失长沙市芙蓉区
国家税务局 2013年 8月 16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
0102074989472；声明作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6日

第 2016324期 开奖号码: 6 6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865
728
0

1040
346
173

899600
251888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7日

第 2016325期 开奖号码: 9 6 1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616
0

1425

1040
346
173

640640
0

24652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今年以来， 股市经
历大幅波动， 大部分偏
股基金净值波动较大。
而波动小、 收益稳健的
债券型基金大受投资者
青睐。据悉，有着13年
债券基金投资管理经验
的国泰基金旗下国泰民
惠收益定开债将于11
月28日在民生银行等
渠道正式发行， 该基金

专注固定收益投资，是
稳健风格投资者的良好
选择。

国泰民惠收益定开
债以定期开放方式运
作， 每18个月封闭期结
束后开放申赎。 基金投
资于债券资产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的80%，股
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不超过20%。

国泰民惠收益定开债
今日发行

11月26日， 位于万家丽国际时
尚生活购物广场二楼的万家鞋包城
开业，2000平方米统装统设，华美的
灯光、 独特的弧形动线设计打造极
具国际感的时尚购物新体验。

国内顶级品牌齐集

在万家鞋包城， 数十家国内顶
级品牌齐集， 规模大、 风格款式多
样。 各大时尚品牌纷纷入驻， 比如
HIWALK、ROADgal、欢腾、维楚维
斯等。

买鞋的同时还能优惠购买电影
票、低价吃自助餐、免费获赠万家丽
世界文化大观园门票，更有iPhone7
不间断大抽奖等优惠活动。 一场影
响市民“鞋”生活的惊喜风暴，已经
从万家丽国际时尚生活购物广场的
二楼开始席卷整个长沙。

万家鞋包城已经开业， 万家丽
生活超市也即将于12月10日开业，
通过长沙的地铁网络， 万家丽在真
正意义上做到了与全城市民生活连
接在一起。

高跟鞋大赛吸睛

在开业期间， 消费者最关心的各
种促销折扣活动也在同步进行， 比如
不限男女的“欧洲”高跟鞋大赛。

高跟鞋起源于欧洲宫廷， 最初
其实是专为男士骑马而用。 直到很
久以后， 高跟鞋才慢慢成为女性时
尚单品。 在欧洲每年都会举行盛大
的男士高跟鞋大赛， 七尺男儿穿上
“恨天高”竞跑……

11月26日、27日， 历时两天的

“欧洲”高跟鞋大赛吸引了多人前来观
看和参与，大家在比赛中开怀尽兴，同
时又增加了对时尚生活的了解。

2016年将近尾声，回首这一年，
从国际到国内，各行各业、民生百态
越来越凸显出人们对于舒适购物、便
捷购物的渴求。正是基于这一点，“万
家丽”多年来一直锐意进取、不断创
新。未来“万家丽国际时尚生活购物
广场”将继续以其准确定位、完美体
验以及便捷交通， 吸引更多人来此
吃、喝、玩、乐、购。 ■和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