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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百福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平江县地方税务局 2007 年
4月 24日核发税务登记证正本，
湘地税 4306267991456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诚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遗失开户银行为:兴
业银行长沙定王台支行的基本账
户预留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鑫农生态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经股东会决定，即日起解
散，注册号：431127NA0001
39X，清算组成立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见报后 30 日内到合
作社结算清现，未接到通知的
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刘小红电话：13874676
858 地址：蓝山县塔峰镇城东南
路居委会 5号。

遗失声明
株洲三江建设有限公司，颜星
星，贰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
册编号：湘 243111219653，证
书编号：00019653，专业：建
筑工程，市政工程）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时与光婚礼策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 年 5 月 20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
102397398159T 的营业执照正 、
副本及税号为 430102397398159
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日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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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
道五一大道 389 号华美欧大厦
1005房，联系人:莫海峰 18520033992

遗失声明
长沙安可文化艺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6 年 3 月 2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329403091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批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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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刘旭,电话:18613964881。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陈航遗失龙山县工
商局 2014年 8月 14日核发的
注册号码为 433130600127354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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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长沙义和车桥有限
公司高端环境装备关键部件项
目。 建设单位：长沙义和车桥有
限公司。项目建设规模：建筑用
地面积 5200m2。 生产内容：环
卫项目中洒水车罐体及其相关
的附件的下料、加工、焊接、涂
装等内容。 建设地点：湖南浏阳
制造产业基地永阳路 11号
公众参与方式：以信函、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提
出意见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刘总
联系电话：13455667484
电子信箱：281405788@qq.com
环评单位：谭总
联系电话：13397487978
电子信箱：734246570@qq.com

长沙义和车桥有限公司高
端环境装备关键部件项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遗失声明
湖南睿辰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年 4月 2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30111MA4L254P
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顺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编号 019755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东之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1020001896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童葵遗失宁乡县历经铺乡金点
西饼屋临时税务登记证证号码
43012419800220401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港湾印象餐厅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16932343、169320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利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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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明，电话 13574105707

2016湖南-�东帝汶农业暨经贸科技合作洽谈会召开

湘企加速布局东南亚市场
■记者 黄利飞

11月28日，2016湖南-东帝汶
农业暨经贸科技合作洽谈会在长沙
召开。 在百废待兴的东帝汶新兴国
家， 以隆平高科为代表的湖南企业
“闯”出了一片天地，而随着“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更多的企
业前去寻找投资机会。

“东帝汶地理位置优越，西与印
尼接壤，南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可
以说是开发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桥头
堡。”在湘企看来，投资东帝汶有着
重要的战略意义。

湘企目光聚焦东帝汶商机

“东帝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特
殊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民生等
领域，均处于初建阶段，东政府急于
寻求伙伴协助大力发展国内经济。”
在28日召开的2016湖南-东帝汶农
业暨经贸科技合作洽谈会上，东帝汶
投资促进局局长阿坎吉奥如是说。

种业龙头企业湖南隆平高科以
自身优势， 瞄准的便是东帝汶的农
业发展。

隆平高科东帝汶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志贤告诉记者， 早在
2008年，隆平高科就有援东帝汶农
业合作技术项目，至2016年，公司
连续派出多批专家团队。2014年，
隆平高科与东帝汶政府签署了关于
东帝汶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合作
协议。

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黄其
萍称，我省不仅农产品总量大，而且
科技含量高， 目前农业科技在湖南
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45%，“可
以说， 东帝汶与湖南省尤其在农业
领域存在广袤的合作空间。”

建农业园区助湘企抱团“出海”

深耕东帝汶农业市场的隆平高
科东帝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远祥说， 单个企业在那里还是有
诸多限制，从资源到政策，很多方面
还是让我们备感吃力。

如今， 隆平高科牵头的东帝汶
农业产业园项目，被列入了2016年
湖南省“一带一路”重点支持项目。

据了解， 东帝汶农业产业园区
涉及水稻、玉米、热带水果、咖啡等
产品的生产， 以及系列初深加工配
套设施的建设。尽管在10月26日才
举行揭牌仪式， 但目前园区已经引
进企业有5家，包括湖南绿博东盛集
团公司、山东外经集团、珠海德光电
子工业、 湖南伟业动植物营养开发
有限公司、湘研种业等。

“这个园区虽说是农业产业园，
但入园企业有外贸企业、电子企业，
涉及苗木绿化、基础建设、设备机械
维修、蔬菜开发和大米、种子饲料加
工领域， 可以说几乎所有进入东帝
汶市场的企业都想进我们自己人建
起的园区，以这样一种‘抱团’的姿
态，共同开发东帝汶市场。”方远祥
说。

在参加此次洽谈会的国合湘汕
米业的工作人员看来，目前是湘企
进入包括东帝汶在内的东南亚市
场最好的时机。“比如东帝汶， 它是
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重点国家，
有国家层面做引路人，可以说双边
的经贸合作上都在加速。”

事实上， 湖南很多企业在东南
亚的布局明显在加速。

德伊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洪
族文在柬埔寨投资200万美元从事
木材加工“老本行”，“当地林木资源
比国内丰富、限制少，但房地产发展
势头正盛”。

湖南建工集团在斯里兰卡建设
了5条道路、13座桥及1个污水处理
厂，在孟加拉国投资了30亿元修建
自来水厂，在老挝投资了13亿美元
修建公路……

而从省内相对贫困地区走出去
的“邵商”，投资兴业，纵横东盟，在
泰国、越南、老挝、印尼创办了湖南
工业园，另外还有旗滨玻璃投资1.9
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浮法玻璃
生产线……

有数据显示，2015年， 湖南核
准境外企业180家， 合同投资总额
近31亿美元，同比增长44%。

“东帝汶虽然国土
面积不大， 但各行各业
的商机都无限， 而且政
府对于外资准入的门槛
设定较低， 可投资领域
也限制较少。”在洽谈会
现场， 湖南外经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技术成套部
经理杨寒扉告诉记者，
东帝汶与其他东南亚国
家一样具有的税收优
惠、人力成本低等优势，
其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划
和考察。

其实， 越来越多的
湖南企业家已把目光转
移至东南亚国家。

湘潭人齐艳琴几年
前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服
装代工厂，“那边的工资
水平很低， 对于服装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
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
据齐艳琴透露， 尽管现
在当地工资涨到六七百
元人民币左右， 相比国
内目前动辄三五千元的
工资，还是很占优势。

另外， 东南亚的外
贸税收优惠也成为各大
制造行业争相落户的砝
码。在东帝汶，投资者5
年免征所得税、 销售税
和服务税； 若在农村地
区投资， 免税期限延长
至8年甚至10年。

在柬埔寨， 企业可
以免收最多9年的所得
税，而且，欧美对柬埔寨
实行零关税、 最惠国待
遇等。“在孟加拉国，免
12%的关税。” 杨寒扉说，
越南、 印尼等国家要收
关税， 但是那边的加工
费很便宜。“湖南企业把
生产基地纷纷转向东南
亚，除了成本因素外，规
避相关的贸易壁垒也是
原因之一。”

“一带一路”契机让湘企布局加速盘点 本报11月28日讯 三一集
团旗下三一太阳能公司与中
盛集团旗下中盛能源公司，23
日在上海签订合资协议。双方
将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发力屋
顶分布式光伏市场。 据了解，
目前双方首批合作开发建设
的150MW分布式光伏项目已
经进入筹备开工阶段。

“中盛是全球闻名的光伏
企业，我们将在产融结合、投贷
联动方面共同发力，探索一条新
的道路，共同推动新能源产业上
下游的布局和发展。” 在签约现
场，三一集团董事梁在中说。

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

议，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主营业
务涉及光伏电站投资、 开发、
设计、施工、运维等多个领域；
而三一与中盛的合作，将以产
融结合的方式。

三一金融板块目前已覆
盖融资租赁、汽车、金融、产业
基金、保险等多个领域，旗下
的三湘银行也将在年底开业。

中盛集团董事长王兴华在
出席签约仪式时就表示， 中国
光伏经过多年发展，呈现出“金
融属性越来越强”的特点，他相
信三一强大的金融实力， 将会
对此次合作提供足够的支撑。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王煜

三一联手中盛能源发力光伏市场

货物贸易指经济所有权在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转移的货
物交易，而服务贸易则包括加工服务、运输、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
等。专家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多年保持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服务
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留
学、海外网上购物等需求日益旺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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