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长沙各大旅行社
了解到，前来咨询和预订泰国游和
云南游的游客明显增加，部分线路
价格上涨达三成。随着4月13日泼水
节即将到来，赴泰游、云南游进入预
订高峰。业内人士预计，泼水节有望
成为继清明节后赴泰游、云南游的
又一出游小高峰。

除线下旅行社赴泰游预订火
热外，驴妈妈预订数据也显示，截
至目前，2017年泼水节期间，驴妈
妈平台游客赴泰旅游人次同比去
年上涨近六成，20-40岁的游客群
体占比近八成。

“每年的4月13日到15日， 是泰
国的宋干节，又称泼水节。对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途牛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自泰
国政府宣布免签证费及落地签证
半价收费政策延期到8月底结束以
来，赴泰旅游人数显著上升。”

作为傣族的传统节日， 泼水
节也带热了云南游。 驴妈妈国内
度假事业部负责人表示， 由于泼
水节期间西双版纳酒店价格普遍
上调，许多涉及西双版纳旅游线路
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浮，一般上
涨300-1000元， 涨幅为10%-35%，
如“昆明、版纳、玉溪三飞6日游”平
时价格为2988元，泼水节期间上涨
至3928元，上涨幅度超三成，依然
预订火爆。 ■记者 梁兴

随着“航班换季期”的来临，航空公司会新开多条航线，近一个月，很多航班机票折扣力度很大，想出游的
市民不妨择机选购。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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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市仁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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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莹 ,电话 15874255938

遗失声明
湖南屋门口呷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为：4300171320,
发票号码为：02384950,发票
金额 226 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唐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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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彪，电话 15958238253

注销公告
长沙市优亨家具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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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来，电话:13975101616

◆本人刘星星、蔡其品遗失 2017
年 3 月 4 日签订的卓越汇富苑
项目三期 12 栋 1303 号房的认
购协议书，编号 0002807。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星晨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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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剑，电话 13873171293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湘潭中
心支公司遗失收款收据一份
（一式三联），号 码 段 为（00
01693185），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杜清波遗失驾驶证，身份证号
4301211986020285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怀化市壹贰医疗家用护理器械
经营部遗失怀化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第二类医疗器
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湘
怀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50098 号，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海铭纬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广明 电话：13908489170

◆李永新太平洋交强险保单：Q
JAY1703352737 与 QBAS
1700170044 保单流水号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磊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汽
车底盘证遗失，车架号 :LVBV3
PBB5GW065537，合格证编号:W
AG182300911890， 发动机号 :8
9860714，底盘证书印刷号 :NO.
V0451612，声明作废。

◆杨丽娜（身份证 61052519850924
2825）遗失 2010 年 7 月 20 日核发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陶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1430111060118123F）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赛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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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艳 17788922076

◆王荣华（身份证号：43052119
8506232665）遗失安全员上岗
证，证书编号：431520200035
65，声明作废。

◆刘阳（身份证号：4330301978
09180011）遗失土建施工员证，
证书编 号 ：4315101000481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雅兴厨房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年 12月 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74325867J，声明作废。

◆罗显军遗失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 B（20
14）06000010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琴峰房产中介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鼎城支行 2011 年 9 月 30 日颁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80001379201，声明作废。

◆王禹涵（父亲:王臻，母亲:余
超）2012年 6 月 19日长沙市省
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M
430092368)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虾掰油爆虾餐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 年 8 月 3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950710，声明作废。

◆彭艳琴遗失湖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编号 0203031
404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万服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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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冬梅，电话 18874754993

◆易国俊不慎遗失坐落于长沙市
芙蓉区马王堆新合七村安置住
宅 B -5 栋 102（权 证 号 ：515
066468）的房屋他项权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杰胜迪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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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祥迪，电话 18973683330

遗失声明
河南恒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0000068643；另遗失湖南
省湘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12月 6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058034
18-2；遗失湘潭市岳塘区地方
税务局 2012年 12月 14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04058034182；声明作废。

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房地
产、矿业、新能源、农牧林、
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8255111897万经理
邮箱 18255111897@163.com

安徽久昌投资

公告声明

广告信息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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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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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山饮水机招商
百岁山饮水机、高档品牌、质
量认证，招代理商：87805838

本报3月24日讯 3月26日，
也就是本周日起， 中国民航将进
入2017夏秋航季，大量航班的起
降时刻将发生季节性调整变动。
记者从长沙黄花机场和多家航空
公司了解到，湖南届时将新开、恢
复、加密多条航线，近期有众多优
惠机票可供市民购买。

2017年夏秋航季自3月26日
开始执行， 至10月28日结束，共
计217天，长沙黄花机场的总体特
点是航班增量平稳提升， 过站航
班占比减少， 国际地区航班发展
良好。

湖南地区将新开多条航线

数据显示， 南航在湖南地区
新增的航线包括长沙-石家庄-
呼和浩特、 大连-长沙-丽江等。
恢复的季节性航线有长沙-天津
-哈尔滨、长沙-三亚等。同时，长
沙-西安-榆林航线以及长沙-常
州-沈阳航线会加密。

深航新增的航线是南宁-长
沙-扬州以及泉州-长沙-呼和浩
特。 吉祥航空公司新增张家界经
停南京到大连的往返航线。 奥凯
航空公司新增长沙-太原-大连
以及长沙-揭阳的航线， 同时加
密天津-长沙-湛江的航班。九元

航空公司新增长沙-海口的航线。
长沙黄花机场相关负责人表

示， 本航季长沙黄花机场的总体
特点是航班增量平稳提升，过站航
班占比减少，国际地区航班发展良
好，其中国际新增航点有莫斯科、金
边、河内等，国内新增航点有淮安、
琼海、襄樊、黄山、扬州等。

“航班换季期”优惠机票多

随着“航班换季期”的来临，
航空公司会普遍新开、 加密及恢
复多条航线， 但三月份和四月份
依旧是旅游淡季，因此，多家航空
公司透露，近一个月，很多航班的
机票折扣力度都很大，非常实惠。

比如， 南航就推出了长沙飞
宁波最低360元起、长沙飞丽江最
低530元起、长沙飞西安最低280
起、 长沙飞乌鲁木齐最低630元
起、长沙飞三亚最低320元起等特
价机票。

携程旅行网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淡季机票折扣变化快， 在确
定出行日期后， 旅客一定要提前
购票作规划。同时，不同航线折扣
机票的订票规则也有所不同，有
的机票是随订随售， 有的则需要
提前7天购票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寇冠乔 薛敏 胡斌超

周日起民航进入夏秋航季，湖南将新开、恢复多条航线，大量白菜价机票来袭

民航迎夏秋模式，机票现换季“甩卖”

本报3月24日讯 昨晚，长
沙贺龙体育场被红色所包围，
国足1：0取胜让现场的球迷沸
腾不已。 场外， 十数辆标有
“Gofun球迷免费接送”的新能
源汽车引起了不少专程赶来看
球的外地球迷的注意。 记者了
解到，3月21日，首汽“Gofun出
行”共享汽车已正式进入长沙，
首批200台Gofun新能源电动

汽车主要投放在河西的60多个
点位，包括长沙市政府、麓谷产
业园等。

市民通过手机APP，就可
以实现即时用车 。Gofun出
行，按照“分钟+公里”的分时租赁
方式计费，0.1元/分钟+1.0元/公
里，以15公里花费20分钟行驶
时间为例， 打车需要34元左
右， 而Gofun出行只需17元，

足足节省一半。
Gofun出行负责人介绍：

“目 前 ，Gofun 出 行 已 在 北
京、上海、青岛、武汉、成都等
城市入驻， 未来将建立覆盖
全国一二线城市的共享汽车
点地图， 为更多城市提供便
捷 、绿色 、快速 、经济的出行
服务。”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潘悦

Gofun共享汽车登陆长沙,首批200台投放河西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为
期三天的2017年湖南省首届
“电商进社区暨扶贫农产品展
销”活动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
湖南贫困地区的豆干、 腊肉等
近2000种纯天然优质农特产
品， 在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婚
庆公园广场集中展销。

据介绍， 本次活动由省商
务厅、省扶贫办等联合主办，数
百家扶贫农产品企业（合作
社）、 电商平台企业等共同参
与，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将
优质农特产品推介给社区消费

者， 全省优质的农特产品可零
门槛入驻展销。活动现场，消费
者不仅能体验线下购买的乐
趣， 还可直接扫二维码通过建
行“善融商务网上商城”网购，
实现农村城市无缝对接。

“之前我们的销售都是集
中于线下， 这次主办方为我们
搭建线上渠道， 十分受益。”来
自怀化的唐启浩介绍， 他们公
司从事豆酱的生产、 加工、销
售，厂址在怀化，此次参展不仅
不需要展位费， 还能享受各种
服务。

据悉， 把电子商务与扶贫
开发紧密结合， 是当前精准扶
贫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发展趋
势，此次电商扶贫进社区活动，
就是“银行+电商+扶贫+社区
O2O” 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尝
试。 湖南省扶贫办产业指导处
调研员范洁表示， 以各地农特
产品为突破口， 搭上互联网电
商快车， 既满足城市对优质食
品的需求， 也帮助贫困地区居
民扩大农特产品销路， 真正实
现“双赢”。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李果

电商进社区，贫困地区优质特产好进城
泼水节将至，相关线路涨价三成

动态

出行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