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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正源酒业商行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地方税务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430122197510150339；
另遗失国税证正、副本 ,税号
430122L75236109；声明作废。

◆高春阳遗失道路运输证，号码
为 4301220022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永运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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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永凤，电话 13574549173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东旺汽车维修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年 8 月 2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54507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高亭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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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金，电话 18975525898

遗失声明
湖南湘聚吧会务展览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11MA4L5A219L）遗失单位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深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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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慈，电话 13510072296

注销公告
长沙天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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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红波，电话 13873164964

注销公告
湘潭市裕达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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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13907322986。

注销公告
湘潭昊霖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兵，15972736777。

注销公告
长沙汇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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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文，电话 15575118181

注销公告
花垣县捷飞桑蚕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石玉婕 15200769989

注销公告
株洲科锐硬质合金销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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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新龙，电话 0731-22526811

注销公告
湖南澄源检测有限公司郴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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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电话 13787098366

注销公告
株洲乐迪通讯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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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旭，电话 15607331234

遗失声明
谢铁枚遗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9年 5 月 27 日核发的个体
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3216001026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江南本色宾馆（注册号：
431024600082001） 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正集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6年 7 月 27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为 91430103074981075M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经纬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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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平，电话：13707386325

注销公告
湖南我要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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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光耀，电话 15111313141

遗失声明
蓝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
分社遗失蓝山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1 年 5 月 13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311270000009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福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5100292095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 G104301050292
0950A；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私章（段文君）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宏磊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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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磊，电话 15973184568

遗失声明
隆回县魏源书店遗失隆回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4 月 2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5246001423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鸿昇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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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红，电话 13609685900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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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立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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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超，电话 18684709597

公 告
平政塑料铸铝厂已于 2016 年 9
月进入改制程序，现已进入最
后阶段。 为保障临时工权益，
特公告如下：请在我厂工作五
年以上的临时工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前到本厂改制领导小组登
记备案，如过期未来登记，将
视为放弃一切权利。 联系人：
张友根，电话 18975203956。
平政塑料铸铝厂改制领导小组

2017 年 5 月 17日

注销公告
湖南米痴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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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童军，电话：15111199528

遗失声明
望城县中华岭如意保洁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湖南省望城县地方
税务局 2011 年 6 月 9 日核发的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
22574345075，声明作废。

解除聘用合同声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
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
用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2】35 号）和 事 业 单 位 人
事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单
位与陈晓燕于 2017 年 5月 11 日
解除 2003 年 5月 26日双方签订
的聘用合同，特此声明。
保靖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年 5月 11日

注销公告
长沙秦汉印章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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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琪，电话：18573708658

◆蒋艳梅（身份证号码 430403197
101010527）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38 栋 102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地现 05136375，2015
年 12 月 29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
契税 250103.04 元，声明作废。

◆黄起（身份证号 430122197609
067818）遗失长沙市望城区黄
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28 栋 101 的
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 湘 地 现 05113583，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
契税 168003.96 元，声明作废。

◆朱月琴（身份证号 432621196
80318002X）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45 栋 104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地现 05431920，2016
年 3 月 30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
契税 61555.72元，声明作废。

◆邵芳（身份证号 43040319681
2290567）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39 栋 101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地现 05136374，2015
年 12 月 29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
契税 261650.52元，声明作废。

◆赵东华（身份证号 430503196
612071023）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43 栋 105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 湘 地 现 05136256，2015
年 12 月 29 日开具 )第四联 ，缴纳
契税 60000元，声明作废。

◆郭斯琳（身份证号 430503199
607130045）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43 栋 104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地现 05136255，2015
年 12 月 29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
契税 60000元，声明作废。

◆谢利群、焦灿波（身份证号 4325
0219750707541X、4302111979
09062222）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乡金沙村大汉汉园 25 栋 101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 地 现 05116740，2015
年 5 月 24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契
税 68217.52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可爱达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美飞 电话：18670062966

注销公告
湖南开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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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瑶霖 电话：84329920

注销公告
长沙市炎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璨 电话：13908487000

注销公告
慈利县拢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云健 13974422067

注销公告
龙山县风驰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涛 电话：15874331239

遗失声明
湖南欧若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0MA4L1PWE5A)遗失法人
(李冰)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代大平小吃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 年 9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260
0552754，声明作废。

声 明
吴巨球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建湘中路衡心里 1 号 701 房屋
(权证号码:713294933)以及
(号码为:513091427)的房屋
他项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刘胡子牛肚王饭
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
号码:04381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三份，
发票代码 :4400161130，发票
号码:09857291-72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真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资兴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632000339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真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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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娅婷，电话 18679823393

本报5月18日讯 记者17日
从省统计局获悉，1-4月，全省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6496.60亿元，同
比增长12.2%，增速仍处于较快增
长区间。 其中， 全省计划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
2918.9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两成， 总量占全部项目投资的比
重超过半数， 并且成为拉动全部
投资的重要动力。

1-4月， 全省三次产业中，第
一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共完成投资
247.74亿元，同比增长30%；但第三
产业投资在全部投资中仍然占比
过半， 投资总量达3961.73亿元，并
且增长18.4%； 全省第二产业完成
投资2287.13亿元，同比增长1.4%。

记者注意到，1-4月， 全省完
成民间投资3700.11亿元， 同比增
长6.9%，增速比前三月和比去年同
期均有所加快， 出现小幅回升。此
外，全省基础设施投资也出现较快
增长，前四月共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1829.19亿元， 同比增长22.1%，增
速高于全省投资增速9.9个百分点。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邓海龙

国安广视人工智能项目长沙落地
我国人工智能大屏发展进程领跑世界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全
新的、 具有颠覆意义的产品在广电
网络和终端的落地运营， 用户将首
次在广电运营环境下享受到人工智
能带来的综合服务！”孙璐表示，未来
智能客厅、 智能家居要从概念产生
到实现， 需要客厅相关产业之间的
发展协同，从使用场景出发，多方共
同挖掘用户使用痛点， 多维度跨界
渗透合作推进，协同解决难点，实现
推动产业的发展并取得合作共赢。

1-4月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近6500亿元

人工智能
正式落地

5月17日， 中信国安广视
携手百度Duer�OS在长沙举
行“人工智能项目落地仪式”，
对智能高清机顶盒G-1进行
人工智能全新升级，正式揭开
“广电+人工智能”智慧场景的
神秘面纱。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中信国安广视
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璐、中
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总经
理廖小同， 长沙国安广播电视
宽带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余
江， 百度度秘事业部副总经理
葛行飞等领导嘉宾， 以及多位
广电网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专家
汇聚一堂， 共同见证广电人工
智能发展的里程碑时刻。

广视触网抢占
“广电+人工智能”先机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提到人工智能， 政策层面的肯
定预示着“广电+人工智能”时
代来临。 随着三网融合步入深
水区， 广电上下在应对IPTV、
OTT的激烈竞争环境中， 积极
谋求变革，寻求破局出口，而人
工智能正成为下一风口。

广视在构建大屏生态产业
圈的格局中，一直秉承“以用户
为核心”的理念。为提升用户使
用体验、 加速用户普及人工智
能进程，广视从用户使用习惯、
观看感受、 多元功能等需求出
发， 联合百度Duer�OS研发团
队对智能高清机顶盒G-1进行
人工智能全新升级， 迈出广电
行业人工智能的“一大步”。

此次盛会，广视还邀请了
长沙地区G-1用户代表出席，
从用户体验角度出发，最大化
提升用户需求。

大咖长沙论道
人工智能新场景

孙璐为此次会议作开场
致辞。他指出，利用人工智能
的自然语言交互能力和学习能
力，用户不仅能看电视，还可以
用电视，玩电视。由此，电视大
屏的应用场景更为广阔； 广电
用户的黏性将显著增强； 广电
业务的拓展空间将极大提升。

会上， 长沙国安广播电视
宽带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江
以《长沙广视合作回顾与展望》
为题， 百度度秘事业部副总经

理葛行飞以《人工智能丰富家
庭场景体验》为题，中信国安广
视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
光华以《度秘在广电的一小步》
为题分别作主旨演讲。

葛行飞表示， 此次长沙项
目的落地，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进程来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刘光华认为，人工智能将
引领电视体验与运营实践。借
助广视&百度云平台， 用户通
过自然语言与设备对话，平台
在海量内容中为用户查找、点
播节目。 ■记者蔡平

启动仪式上，用户家庭代表与与会领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