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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屯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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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振庭，电话：13607381688

注销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晟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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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易琴辉 18692112771

注销公告
岳阳科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刘科林 13973051010

拍卖公告
受托， 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5
月 3 日上午 10：30 在浏阳市
卫计局三楼会议室对浏阳市
达浒镇长益社区 101、102、
103、104 室进行公开拍卖，有
意购买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16：00 之前持身份证或其
他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保
证金交纳及竞买登记手续（保
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保证
金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联系
方式：13548567030 马经理
公司地址： 长沙市东风路 360
号湖南汽车城 1楼。工商监督
电话：0731-89971678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桃源县小山有位餐馆不慎遗失
发票一张，代码 4300164320，
票号 293439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中体酷动百货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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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秀伟，电话 15802516812

遗失声明
长沙宝格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年 12月 2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
30111399322975R，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合湘鑫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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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贵，18684708339

注销公告
长沙井栏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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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敏，18900744056

遗失声明
长沙县红树林园林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11 月 11 日换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301210000
18476；遗失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2179
686695X。 声明作废。

深圳弘扬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等：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深圳弘扬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等
分公司（详细名单见长沙雨花
红 盾 网 http://www.cyhd.gov.
cn/） 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
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
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
经本局调查终结。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
一条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五十二条
的规定， 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
内容告知如下：你（们）单位 2014、
2015 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
年度报告， 同时未进行纳税申
报，并且本局对你（们）单位经营
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无法与你
（们）单位取得联系。以上事实由
下列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一、《内
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证明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当事人
未依法报送 2014、2015 年度年
度报告的情况。证据二、《现场笔
录》， 证明在当事人注册登记经
营场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情
况。证据三、《企业国税报税情况
信息表》、《企业地税报税情况信
息表》, 证明当事人 2014、2015
年度国税、 地税均未报税的情
况。 证据四、《〈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邮寄发函签收情况表》,由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望城
区分公司提供，证明当事人未签
收《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情况。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你（们）单位的行为系《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
十七条规定所指的公司成立后
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开业，
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 个
月以上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
十七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
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
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
业执照”和第七十九条：“分公司
有本章规定的违法行为的，适用
本章规定”的规定，本局拟对你
（们）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
销你（们）分公司营业执照。详细
名单见长沙雨花红盾网 http://
www.cyhd.gov.cn/。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
条、第四十二条和《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规则》
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对上述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们）公司
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
权利。 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
者要求听证，你（们）单位应当在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局提
出。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
权利。 联系人：熊伟、周长安
联系电话： 85880874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7年 4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湖南省奉和建设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副本 ，注册号为 ：91430
00067357779G； 遗 失 长 沙 市
雨花区国税局 2015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税 号 ：914300006735777
9G；遗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08 年 4 月 24 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
73577779；遗失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
发的资质证书正、副本编号为：D2
43013731；遗失安全生产许可
证正、副本，证书编号为（湘）JZ
安许证字［2010］000114-01
（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邦嘉电力设备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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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维 电话：15700738880

遗失声明
岳阳市八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将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600000086602；遗失国 、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602320677459；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2067745-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百茂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
局 2016年 8月 2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2394
222051T，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天豪服装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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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天心区芙蓉二段 200 号华侨大
厦 1002-1004房。
联系人：王科培，电话：13975172860

遗失声明
安乡县三岔河中学遗失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12430721G0152606X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佩（430623198802218348）
遗失大众凌度合格证，合格
证编号 WAE071706011651,
车辆型号 :SVW71416HL,车
辆识别代码：LSVCR2BM4
HN0154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汉玺足浴城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6 年 8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260
0706963；另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3
00164320，发票号码：026294
6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鄢盈遗失江汉大学文理学院国
际经济与贸易本科毕业证及学
位证正本，证书编号为：1323
71200905001154，发证时间：
2009 年 6 月 30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润祥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 2015年 6月 23 日
换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2 号，注
册号 4301030001276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火山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11563526372U)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湘西土特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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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东浓 电话：13974427290

广告信息

公告声明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产、电
站、农牧业、制造业、在扩建
工程等）轻松解决资金周转困
难。 高薪聘驻地商务代理
手机：15156515948 雷经理
邮箱：2385848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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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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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长沙漫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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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明，电话 15873278263

遗失声明
长沙博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望城分局 2014 年 6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2000055614； 另 遗 失 由
长沙市望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
14 年 7 月 4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为 4301223977
3264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旺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号 91430203394129047M)
遗失胡勇跃私人印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新辉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长沙高新开发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15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7
3PRX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易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高新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6 年 3 月 30 日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032939653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悦健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1035722413879）遗失公章和
法人郭勇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佰舜旅游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票
代码 :143001210128， 发票 号
码:32646667、32646680、32
646687、326466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巧巧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0 年 8月 2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为：430122000
026878；另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 ，税号 为 ：4301225595434
36；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创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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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博，电话：18627613210

注销公告
湖南益宝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朱玲琦，
联系电话：18874194196

注销公告
湖南子午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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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杨立芬，电话 17775830093

注销公告
湖南九湖人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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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雄，电话 13637331023

本报4月11日讯 李永
波自1993年入主中国羽
毛球队， 上任之初立志要
培养出100位世界冠军再
退休。今日，他亲自承认将
卸任国羽总教练。 从他入
主至今，24年过去，中国羽
毛球队获得了92个世界冠
军。不过，里约奥运会成绩
不佳， 一度有传闻称这位
金牌教练将不再担任总教
练，今天终究被坐实。

而同样在今日，同样
和“下课”有关系的，还有
阿森纳主帅温格。 由于阿
森纳队在北京时间11日凌
晨的英超联赛中以0:3负
于水晶宫队，遭遇客场4连
败，要求“教授”下课的呼
声再次响起。 当天这场失
利是阿森纳自1979年后
首次客场负于水晶宫，也
是温格执教阿森纳生涯中
首次遭遇客场4连败。

目前“枪手”的联赛
排名再次跌至第六，距离
排名第四、 多赛一场的曼
城相差7分。如果阿森纳在
赛季末无法进入联赛前
四， 温格带领球队连续19
年进入欧冠联赛的纪录就
会作古。 ■记者 叶竹

国羽总教练李永波卸任，阿森纳主帅温格再被嘘

尾声不佳，回忆仍美

本报4月11日讯 日前，网
络综艺节目《揽圣于秀，我行我
show》 第一季在长沙启动，数
万名粉丝在线观看了直播。据
介绍，该节目中，主播团队不仅
将进行各种才艺大PK，还会有
超级整蛊游戏， 让喜欢观看直
播的粉丝们多视角了解主播。

长沙是继一线城市之后兴起的
又一互联网直播之都， 行业发
展迅猛。但是，不少直播平台同
质化严重，缺乏产业纵深。直播
行业代表王泽林表示，“我们要
为直播行业的多元发展增添活
力，和不同行业深度结合。”

■记者 袁欣

连连看

本报4月11日讯 “研习国
学精粹、践行国学精华。”昨日，
“人极书院揭牌仪式暨人极书
院国学讲坛首讲活动” 在长沙
同升湖举行。

作为首场国学开讲嘉宾，
著名作家、 省作协名誉主席唐
浩明带来题为《湖湘文化对近
代湖南的影响》 的讲座。 他认
为， 由湖湘文化培育出的文人
具有“独立的根性”，湖南为近
代中国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
培养、熏陶、激励了一大批顶尖
人才， 可见湖湘文化对近代中

国影响巨大而深远。
据悉，“人极书院”以“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
想”为主旨，以“研习国学精粹、
践行国学精华”为办院理念，由
陈叔红任书院名誉理事长，朱
汉民任书院院长， 颜爱民任书
院理事长。 该院除了开设系列
“经典专修”课程，还将邀请和
吸引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院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研
究、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组织大
型学术会议，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记者 袁欣 通讯员 王天一

人极书院揭牌 助推国学践行

本报4月11日讯 今天下
午，2017年乒乓球亚锦赛在江
苏无锡结束女子团体决赛，中
国队以3比0横扫日本队， 夺得
冠军并实现亚锦赛6连冠，这也

是中国队第17次拿到亚锦赛女
团冠军。 此外中国乒乓球男团
也在当天的男团半决赛中击败
中华台北队， 晋级即将在12日
进行的男团决赛。 ■记者 叶竹

中国乒乓球女团夺亚锦赛6连冠

《揽圣于秀，我行我show》启动

叶观星象

在李永波24年执教中，18枚奥
运金牌、44个世锦赛冠军、5次汤姆斯
杯冠军、9次尤伯杯冠军、10次苏迪曼
杯冠军、6个世界杯冠军， 将国羽从低
谷中带出来，也因“让球潜规则”、“排
除异己”等作风引起议论，可谓是中国
体坛的一位极具争议性人物。

在温格20年执教阿森纳的过程
中，3次英超冠军、6次足总杯冠军以
及6个社区盾杯冠军， 率队获得了15
座冠军奖杯， 胜率近六成。 同样的功
勋，同样的浮沉，“教授”仍在争议中继
续着，即使他还比李永波大了13岁。纵
观古今， 在某个领域的集大成者往
往也伴随着争议。在辉煌的堆砌下，

金身出现一点瑕疵， 对仰仗者来说
也是残缺。其实温格的缺点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温格自己也知道。但要
想改变一个68岁老人的思维方式真
的很难， 何况这个老人还靠着这个
思维，巅峰过数十载。如果阿森纳不
进前四，温格将怎么办？或走或留，
也可能转到幕后。

再过20年， 我们仍会想起有关
温格的种种段子———十六郎、 温老
四、拉链门、七存息、最已阵，也会想起
李永波带领中国羽毛球军团捧起的座
座奖杯，这些都是他们带给我们美好、
为之一笑的回忆。毕竟，谁会为了糟糕
的事情惦记20年呢？ ■叶竹

有争议，即美丽

李永波（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