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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注销公告
株洲中尚恒慧管理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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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林林 13825254271

注销公告
湖南昊天气模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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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 13762276757

◆戴超锋遗失身份证，号码：43
0181198507281498，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株洲和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 20
17年 5 月 18日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
元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告。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方式：
15377336930，联系人：刘筱婷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飞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 年 10 月 31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11687412
03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食亮餐馆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2 张），
发票代码：4300163320，发票
号 码 ：06109242，06109233，
声明作废。

◆黄诗雨（父亲：黄维，母亲：
毛礼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427915，声明作废。

◆谭淑敏（父亲：谭清平，母亲：何
杨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430290132，声明作废。

◆刘树苗（父亲：刘文广，母亲：
张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669269，声明作废。

◆陈若熙（父亲：陈劲松，母亲：
张思）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723846,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滨河北路项目因工程建设需要
依法征收黄兴镇敢胜村、光达
社区集体土地 268.35 亩具体
位置是黄兴镇敢胜村荣河组、
汤阳组 、民主组 、河头园组 、
菜家园组、和平组、黄谷园组、
一字墙组、光达社区杨伏园组、
文卜园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
速与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
协调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
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建
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张 13507458598陈 13974851470
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协调
指挥部 2017年 5月 16日

迁坟公告
敢胜路（西端）项目因工程建
设需要，依法征收黄兴镇敢胜
村集体土地，具体位置是：黄
兴镇敢胜村河头园组、黄谷园
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请位于
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从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速与
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协调
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
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建设单
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张 13507458598 陈 13974851470
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协调
指挥部 2017年 5月 16日

迁坟公告
长东公司劳动路以北整体拆迁
项目因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征
收黄兴镇光达社区集体土地。
具体位置是：黄兴镇光达社区
文卜园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
速与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
协调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
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建
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张 13507458598 陈 13974851470
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协调
指挥部 2017年 5月 16日

迁坟公告
长沙国际会展公司洲上代征项
目因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征收
黄兴镇光达社区集体土地。 具
体位置是：黄兴镇光达社区磨
盆州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
速与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
协调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
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建
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张 13507458598陈 13974851470
长沙县黄兴片区拆迁建设协调
指挥部 2017年 5月 16日

迁坟公告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场馆预留地
项目因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征
收黄兴镇光达社区集体土地 349.68
亩。 具体位置是：黄兴镇光达
社区胜利组、大塘组、黄塘组、
清水塘组、柞树塘组现因建设
施工在即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
内的坟主，从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30 日内，速与长沙县黄兴片
区拆迁建设协调指挥部联系，
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作
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张 13507458598
陈 13974851470 长沙县黄兴片
区拆迁建设协调指挥部

2017年 5月 16日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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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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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李波翰，男，身份证：430103
197911041038， 遗失任职资格
证：工程师，专业类别：电子计
算机专业，批准日期：2012 年 6
月 8 日，工作单位：长沙供水有
限公司，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向彩霞烟酒商
行遗失由长沙市高新区国家税
务局 2012 年 9月 10 日核发的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28119820911364401，声明作废。

◆许元宏遗失安乡县再就业优惠
证湘 J09000834，声明作废。

◆时格格遗失 2014年度经济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证书(级别:
中级，专业:人力资源)，证书编
号:14064394，声明作废。

◆彭博文 430105199905040516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沈海飞遗失湖南工学院 机电
一体化专业毕业证 , 证书编号
115281200706006154,声明作废。

◆黎书遗失湖南理工学院南湖
学院毕业证，证号 1265812015
05000690，学士学位证，证号
1265842015000740，声明作废。

◆吴宇涵（父亲：吴铁强，母亲：
何双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40214,声明作废。

◆旷锦宇（父亲：旷正茂，母亲：
过璞琼）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771280，声明作废。

◆陈馨紫（父亲：陈昌院，母亲：
闵自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I80977，声明作废。

◆刘筱祺（父亲：刘韬，母亲：
刘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013290，声明作废。

◆章钰川（父亲： 章志军，母
亲：李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108027,声明作废。

◆刘子陌（父亲：刘辉，母亲：
熊廷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71156，声明作废。

◆桂逸洋（父亲：桂荣，母亲：
付宁）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283136，声明作废。

◆侯咏宜（父亲：侯志立,母亲：
樊会芳）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 ，
编号：J430546466 ，声明作废。

◆梁宇翔（父亲：梁健，母亲：黄
小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16732，声明作废。

◆刘宇祥（父亲：刘石秀，母亲：
刘三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89634，声明作废。

◆黄涵熙（父亲：黄志勇，母亲：
罗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25961，声明作废。

◆龚翔(父亲:龚孝忠,母亲:欧
阳海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61119,声明作废。

◆张欣媛(父亲：张勤俭，母亲：
刘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43107，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朱金泰遗失三方协议,
编号 11710532022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爱顿餐饮店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 2份，代码 1430016199928，
号码 17280610、172806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艺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06年 5月 18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
号 43010020308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心悦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1100700090V，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苏达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3 年 3
月 29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1020642108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艺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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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昆，电话 13908460058

注销公告
长沙飞林摄影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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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
园内湖南省科研成果转化中心
厂房 4栋。 联系人：王飞林，
电话 13975874026

注销公告
长沙湘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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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元，电话 15367879197

◆彭子皓(父亲：劳显声，母亲：
彭菊)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48033，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我司(中国智慧（江永）社员城
项目) 已解除与郴州市东兴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关系。
请与我司（中国智慧（江永）社
员城项目） 有未结清债权、债
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见公告
及时进行登记确认，超过登记
期限， 视为自动放弃法律权
利。 一、登记范围：2014 年 10
月 27日-2017 年 4 月 25 日未
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
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 三、登记地点：江永县老
武装部二楼。

中国智慧（江永）社员城
江永中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19 日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刘明丽：
本会受理的[2015]长仲字第 1090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德分行与被申请人刘进国
及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 14
时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山
路 210 号襄南监狱开庭仲裁，请
准时到庭参加庭审。 本会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9912976

更正声明
由于印刷错误，湖南长沙艺术
学校在长沙县教育局二○一七
年招生简章中专业方向“普高”
方向应为“艺术升学”方向，现
予以更正，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花垣县叮当宝贝贸易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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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霖 电话：15174397491

遗失声明
凤凰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拆迁分公司遗失湖南省凤凰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 3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为.4331231000653，声明作废。

出租车扫码支付
两种方式

一是直接扫
码，在出租车上贴
二维码，乘客直接
扫码支付；

二是跨屏支
付，出租车上的电
子屏生成二维码，
乘客扫码支付。

5月18日， 友阿金融
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为
公司供应商和优质会员
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包
括“友阿E贷宝”和“友阿
E购宝”两部分。

从最初投资入股长
沙银行， 到设立友阿小
贷、友阿担保，再到如今
的友阿金融平台， 立足
商业零售主业的友阿股
份， 其金融业务体量也
越来越大。

“我们想做成湖南商
业供应商的线上金融平
台。” 友阿股份董事长胡
子敬称，金融的收入占比
也许会越来越大，但不会
成为主业，而是为主业服
务。

布局金融
皆围绕零售主业服务

自成立以来，友阿金
融先后为上百家供应商
提供融资服务，累计金额
已超过10亿元，胡子敬表
示，“友阿金融———供应
链” 服务平台的推出，将
更好、更便捷地为供应商
解决融资难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供
应商代表华斯度湖南大
区总经理胡琼，通过网银
U盾以及法定代表人的
个人信息进行身份认证，
完成认证后便可提交融
资申请，在几分钟之内就
获得了50万元的贷款。

据介绍，在线供应链
金融平台完成第一次流
程后，在业务周期内，每
次借款还款均通过线上
完成，手续简便、随借随
还，“相比传统供应链金
融， 这将极大地降低中
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
高企业资金周转率，降
低经营成本。” 胡子敬
说。

对于友阿股份在金
融领域的布局，胡子敬称
皆是围绕公司零售主业，
是为了更好地为主业的
转型升级服务。

E贷宝与小贷
不会“此消彼长”

华斯度湖南大区总
经理胡琼称，这是她与友
阿合作的第18个年头，她
是友阿线下贷款友阿小

贷的受益者，如今友阿金
融平台上线，资金周转将
更方便快捷。

数据显示，友阿小贷
2012年成立。 胡子敬说，
友阿小贷从成立以来服
务了很多客户，其中有些
客户是企业供应商，也有
些不是，它是一个面向社
会公众的小贷公司，与目
前金融平台上E贷宝的客
户来源不同。

“小贷公司的资金是
自有资金，所以更多的是
做金额不大、贷款时间不
长的业务，或者是个人有
充分抵押的贷款； 而E贷
宝资金来源是银行，主要
为我们的零售供应商提
供服务，所以二者并不是
同业竞争，不会出此消彼
长的情形。”

另外，在为上游供应
商提供融资服务的同时，
友阿股份还为下游消费
者量身打造了友阿消费
金融平台“友阿E购宝”，
授予消费者信用额度，让
其在友阿股份各商场享
受“先消费、后付款”的服
务。

■记者 黄利飞

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中国银
联湖南分公司获悉， 该公司计划于2017年
在湖南出租车推广扫码支付等一批创新业
务，湘潭市和浏阳市将为出租车银联扫码支
付的首批试点城市。

中国银联于2016年12月公布二维码支
付标准，湖南银联表示，出租车扫码支付将有
两种方式，一是在出租车上贴二维码，乘客可
以扫码支付。另一种则是跨屏支付，在已经投
放电子屏的出租车上实现计价器输出价格到
电子屏，生成二维码，乘客扫码支付。

湖南银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出租车
的扫码支付， 该公司2017年还将拓展一系

列创新业务。例如：改造停车场停车系统，实
现持卡人使用银联卡、手机云闪付或扫码支
付停车费用； 在农贸市场投放非接受理终
端，实现银联非接交易及扫码支付。全省已
有十多家菜市场可以非接交易，以长沙市荷
花池菜市场为例，每天交易量在300-600笔
之间。

记者了解到， 使用银联小额双免功能，
政府机关、校园、企业园区等食堂也可以实
现银联扫码和云闪付。而在自助售货机上添
加非接受理终端和扫码支付功能，市民也可
实现银联IC卡挥卡、手机云闪付和银联扫码
支付。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罗梓豪

服务零售主业，友阿金融平台上线
“友阿E贷宝”主要为供应商提供贷款服务“友阿E购宝”为消费者量身打造

湖南出租车年内或可扫码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