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去年，央行下发《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
卡风险管理的通知》， 要求自
2017年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
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这
也是近期“磁条芯片复合银行
卡的磁条交易功能5月1日起
将关闭”广为传播的原因。

什么是芯片磁条复合
卡？ 我现在使用的是何种银
行卡？ 部分市民对此并不清
楚。 人民银行长沙中支相关
负责人介绍， 目前市场上流
通使用的银行卡分为三种：
一是只有磁条的纯磁条卡
（需刷卡付款）； 二是只带芯

片的金融IC卡（需插卡付款
或碰触付款）；三是磁条和芯
片都有的复合卡（既可刷卡
又可插卡，还能碰触付款）。

银行为什么要发行复合
卡， 而不一步到位直接发行
芯片卡？ 人民银行长沙中支
副行长张瑞怀此前表示，考
虑到受理环境需逐步完善，
各家银行此前发行的金融IC
卡以同时包含磁条和芯片的
复合卡为主， 当出现芯片无
法受理的情况时， 可降级使
用磁条来完成交易。 复合卡
的磁条交易功能也被称为
“降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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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世纪城时间仓餐
饮店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号码：0231604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正旺农产品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2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321000
019572（1-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江发花卉苗木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9 月 1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3210
00019530（1-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西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
收据 3份，发票字轨：湘财通
字（2015），号码 199683797-
1996838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祺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30102000059968）
遗失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曾金龙私章和曾金玉私章
各一枚，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100085080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潭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楚栋 电话：13087320688

注销公告
湘潭县正旺农产品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
联系人：刘路江，电话 13786292788

注销公告
湘潭县江发花卉苗木销售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刘路江
电话：13786292788

◆田凯军遗失驾驶证,证号:4309
231982040920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庆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 20
10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105550722964；
另遗失地税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55507229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国傲品藏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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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欣，电话 18229861584

遗失声明
武汉海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盖有公司财务章的三联
收据，有 8004421# 至 8004440
#、9170301# 至 9170380#、73
04201# 至 7304240#、8104921
# 至 8104960#、7204201# 至 72
04240#、8004921# 至 8004940#、
1570081#1570120#、5570861#
至 5570880#、3596161# 至 3596
180#、7033321# 至 7033340#、
7572941# 至 7572960#、7573481
# 至 7573500#、3596181# 至 359
6200#、3596141# 至 3596160#、
7212201# 至 7212260#、7212141
# 至 7212160#、7312241# 至 731
2280#、7312201# 至 7312220#、
7312121# 至 7312160#、8004261
# 至 8004320#、8004961# 至 80
04980#、8104281# 至 8104320#、
7104261# 至 7104280#、8104961
# 至 8105000#、8104421# 至 810
4440#、9270301# 至 9270380#，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润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于
海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A
证，证号:湘建安 A(2015)15
00002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曲工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于 2017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
9XGM4G；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100382842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人和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3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821351687588H)，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工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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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美玲，电话 1350746082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吉祥如意工程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涂志祥，电话:13017205999

遗失声明
长沙多菜善家食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
170H7X)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宏荣源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江华分公司遗失江华瑶族自
治县工商局 2016 年 7 月 11 日
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
11293257030979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巅峰汽车维修服务
中心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5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
03600357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圣黛针织内衣厂遗失湘
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4 年 7月 9日核发的代码 430
624600239443营业执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璋遗失湖南宏元圣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冠达电子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证号 4301020791971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冠达电子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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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星，电话 18607313162

注销公告
湖南豪泽福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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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福平，电话 18374837676

◆刘燕（身份证号 43280219740829
7478）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和
湖南大学证号 10532720040502
2591 两本毕业证，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7 年 3 月 22 日湘阴县同
源食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 万元减
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
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
马军, 电话：13875866235。

遗失声明
岳阳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临
湘工作站遗失 2010 年 6 月 21 日
湖南省临湘市地方税务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6825576179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逊之茶叶有限公司将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
11年 12月 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36001 的营业执照
副本 2-1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远致远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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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电话:13873114012

遗失声明
株洲尚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4年 7月 20日遗失由株洲市
荷塘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 ， 证 号 ：430202576562639，
声明作废。

◆杨围遗失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
院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证书 ， 证书 编 号 12598120100
60005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南路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2 年 8 月 1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
430192000051462；另遗失湖南
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8 月 17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051671
41-0；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地方税务局 2012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301030516714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大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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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刘军华，电话 13607444446 注销公告

长沙嘉阳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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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婷，电话 13170417141

遗失声明
郴州宝顶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
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湖分
局 2017 年 1月 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02MA
4LA9QE2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书
据 4份，号码为湘财通字(2014）
160247708、170494232、170495
593、湘财通字（2015）170499
334，购领证号 0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商信企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2011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6168
00145；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 ，代码 61680014 -5；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04236104；遗失银行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
02004236105。 以上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掌中传媒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吴珊，电话:13762004411

◆施建涛遗失湖南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086
51201406001684，声明作废。

关于继续经营的公告
经长沙从尧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 2017 年 3 月 22 日的股东会
决议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
继续营业。 原经 2016年 11 月 10
日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而成立
的清算组予以撤销。 原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三湘都市报》
上刊登的公司注销公告予以作
废，特此公告。
长沙从尧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龙，电话 13207314130

遗失声明
长沙鑫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06
2232835Y）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唐商商贸有限公司经投
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周湘文 电话:139 7301 3262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奕彩涛歌陶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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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策，电话 13618487588

注销公告
湖南华懿康盛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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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铃军 18670092211

遗失声明
湖南钧银商品经营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年 2月 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MA4
L2UQ52H，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我司针对未经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公司授权而擅自使用其
“PICC”、“中国人保财险”及
相关信息进行宣传的行为进
行登报声明。 一，我司自己虚
假宣传， 擅自使用“PICC”、

“人保”以及“中国人保”品牌
的行为向客户道歉、向中国人
保公司道歉以及社会公众道
歉。 二，我司以前这种不当行
为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司
自行负责，中国人保公司概不
承担。 三，我司承诺以后不再
做出类似行为。 特此声明！
长沙斯拉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公告声明

广告信息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按不超过 13个字计）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
新能源、农牧业、在建工程等
项目的企业，高薪聘商务代表
15212448682王经理

安徽亿通投资

5月起停用磁条卡？别被标题党忽悠了
人民银行长沙中支：只停用复合卡的磁条交易，湖南此前已关闭，无新影响

虽然对交易无影响， 但交通银行
湖南省分行相关人士建议， 由于芯片
卡加密性强，难以复制，使用更加安全，
市民可将手上的磁条卡换成芯片卡。

记者咨询了长沙部分银行发现，
不同银行的换卡规定不同，有的收费
有的免费， 有的可以保留原卡号，市
民可以前往银行网点咨询详细情况。

工商银行：可以保留原卡号，但需
要持卡人持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
网点提交同号换卡申请， 约为20个工
作日，新卡下发前，旧卡仍可以使用。

农业银行：免费，可保留原卡号，
也可换新卡号，换卡需等待15个工作
日左右。

中国银行：免费，“6”开头的银行
卡可以同号置换，“4”开头的则不行，
保号置换需等待20天左右。

建设银行：免费，大部分可以保
留原卡号，换卡保号需要去开户行申
请，一般7个工作日左右。

交通银行：免费，想保留原卡号只
需向工作人员申请同卡号置换即可，最
快7天能拿到同卡号芯片卡，截至目前，
该行持有IC借记卡的客户已接近七成。

邮储银行：磁条卡升级为金融IC
卡不能同号置换，需要消除原有账户
重新开卡。

磁条卡换芯片卡
多数银行可同号置换

近日，关于“磁条芯片复合银行卡的磁条
交易功能5月1日起将关闭” 的消息传得沸沸
扬扬。这让很多小伙伴们着急了：我现在使用
的是不是这种银行卡？今后还能继续使用吗？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政策的执行对持卡人实际上没有太多影响，所
有银行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磁条芯片复合
卡）都可照常使用。此外，湖南作为关闭降级交
易首批试点省份，此前已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
的降级交易， 此次政策对湖南没有新的影响。
不过，从安全用卡考虑，市民可尽快将手上的
磁条卡换成芯片卡。

■记者 蔡平

为什么央行要关闭磁条芯
片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人
行长沙中心支行回应： 这主要
是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 规避
盗刷风险。

从外观上看， 金融IC卡最
显著的特征是在卡片上嵌入了
一小块金色的智能芯片， 就是
这款芯片赋予金融IC卡更高的
安全性能， 以及非接触支付功
能和多行业应用功能。

“相比于传统的磁条卡，金
融IC卡安全性更高， 其信息存
储在智能芯片中， 卡内信息难
以复制， 可以有效保障持卡人
银行账户资金安全。 所以政策

要求， 将所有磁条芯片复合卡
的磁条功能全部关闭。”

对广大市民而言，手中的银
行卡交易是否会受影响？前述人
士表示：“此次政策只针对磁条芯
片复合卡，此种银行卡在5月1日
后卡上的磁条将不能再使用，但
仍可通过芯片进行交易。纯磁条
卡则不受任何影响。因此，此政策
的执行对持卡人实际上没有影
响，所有银行卡都可照常使用。”

此外， 湖南作为关闭降级
交易首批试点省份， 此前已关
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降级交
易， 此次政策对湖南省亦没有
新的影响。

对持卡人影响小，所有银行卡都可照常使用5月1日起复合卡磁条交易将被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