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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8日， 长沙广播电
视集团发布了收购星卡的相关公
告。 公告显示，“为维护持卡人合法
权益，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将采用债
权受让方式， 分批收购持卡人合法
持有的‘星卡’。”收购时间为当年9
月20日至10月31日。

根据今年5月15日长沙市政府官
网发布的《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湖南
星广传媒有限公司风险后期处置事
项的通告》，目前星广公司“星卡”持卡
人债权收购兑付、对星广公司及相关
责任人立案侦查、司法审计以及商户
债权确认等工作基本完成。

通告指出，为有效保护“星卡”
持卡人及特约商户合法权益， 全面
处置星广公司违规风险，根据《关于
湖南星广传媒有限公司违规风险处
置方案》， 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决
定对星广公司进行国有资产重组。

重组路径为： 将长沙广播电视
集团通过其子公司持有的星广公司
全部股权和资产， 划拨给长沙市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长沙市科技风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并按照公司法和中国人
民银行非金融支付机构管理有关规
定进行资产重组。

星卡持卡人注意，仍可网上登记、兑付
曾风靡一时，后因发卡公司挪用占用备付金致消费受阻 长沙市政府近日发布后期处置事项通告

【提醒】
未成功收兑的星卡
仍可网上登记、兑付

5月18日，记者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关键词“湖
南星广传媒有限公司”发现，星广
公司已经更名为湖南潇湘支付有
限公司， 受理日期为2017年5月9
日， 注册资本也从3000万元增至
1.3亿元。

根据通告， 重组后的潇湘支
付公司负责整合长沙市公交、轨
道交通、 社保和有关公共事业缴
费等支付服务业务，开发、建设长
沙市“城市一卡通”，执行长沙市
人民政府惠民、 利民和便民服务
相关任务。

通告显示， 长沙广播电视集
团负责组建专项工作组， 根据司
法审计结果， 做好星卡持卡人债
权收购兑付和商户债权清偿等工
作， 妥善解决划拨前所有相关债
务。 对未成功收兑的星卡持卡人
持续开放网上登记、受理与兑付。
并 公 布 了 收 兑 网 址 ：http:
//www.csbtv.com/dengji。

18日， 记者登录网址看到，
网页是一则“‘星卡’登记”，要求
持卡人登记姓名、身份证、电话、
登记类型、星卡卡号、来源等，并
予以确认提交。

“原本以为只能丢弃的星卡， 居然还可以登记、
兑付！”市民周媛觉得意外又惊喜。5月15日，长沙市
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通告， 宣布对星卡所属的湖
南星广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广公司”）进行风
险后期处置。 通告称， 星广公司将进行国有资产重
组，并更名为湖南潇湘支付有限公司；对未兑付的星
卡开放网上登记、受理与兑付通道，持卡人可以通过
网址http://www.csbtv.com/dengji登记相关信息。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罗梓豪

湖南星广传媒有限公
司是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投
资并管理的国有企业，其发
行的星卡也曾在长沙风靡
一时。公开资料显示，星卡
是一张预付费的会员卡，可
以在长沙市内多家大型超
市、商场、知名商家使用，其
卡片使用小手册上醒目地
印着“湖南地区唯一获得央
行牌照”的宣传标语。

然而，2015年以来，多家
合作商家拒绝接受消费者持
星卡消费，遭到了消费者的投
诉。当时商户的回应是，发行
星卡的星广公司没有去给商
户结账，因此商家拒绝星卡。

2015年10月，星广公司

因经营管理出现较大风险，
被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查处。中国人民银行下
发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
备付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 文件中显示，2015年非
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
管理专项检查中，全国有四
家公司被点名，其中，湖南
星广传媒有限公司就位列
其中。这份文件显示，星广
公司挪用、 占用备付金
2363.56万元， 备付金资金
缺口2355.32万元。

2016年4月， 星广公司
被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列
入异常经营企业名录。

【背景】
星卡不能消费，发卡公司挪用占用备付金被查

【处理】 持卡人债权收购兑付，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湖南星广传媒有限公司发行的星卡曾在长沙风靡一时。

住房招租
长沙左家塘高档小区内， 有一
室一厅住房出租， 家电家具齐
全，精装修，环境优美，可停车。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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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俊凯（父亲：师情，母亲：
潘建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8300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州市零陵区顺路早餐店遗
失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零
陵分局 2015 年 9 月 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102600231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晔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码
4300164320号码 28780893，
声明作废。

◆张念（父张明明、母汤平）遗失
出生证 J430886524，声明作废。

◆陈美兰（身份证 430721198810
267329）遗失耒阳市瑞安矿山
设备有限公司，耒阳市农商银
行金桥支行现金支票，票号：
40204315-13793774，金额：29000 元，
声明作废。

◆廖仲海遗失湖南城建职业技
术学院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毕业
证书，编号 1304 412008060011
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夏美云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芦淞分局 2012 年 6 月 28 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2036000717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光荣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芦淞分局 2012 年 6 月 28 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203600056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辉煌花卉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3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43082109748360
X3，声明作废。

◆何贻钊 43010419970929562X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漫生活米窝房屋租赁管理
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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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铁钢，
电话 18974890228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茗溪楼茶餐吧遗
失（50 元版）定额发票存根联
300 份（代码：143001613427，
号码：25863051-25863200，22
765301-227654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新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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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菁华，18502150517

注销公告
湖南施源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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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健，17708443188

遗失声明
城步南山牧场矿泉水有限公司
遗失城步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 年 12 月 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529000005367，声明作废。

◆许辰曦（父亲：许金龙，母亲：
唐腊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9172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盛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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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莉，电话：15116388185

注销公告
湖南膝藤乳茗茶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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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珍玲，电话 18689293957

公 告
湘 J168AA 通程汽车出租有限
公司（驾驶员：王海）、湘 F6J955 华
容约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驾
驶员： 张劲）、 湘 F6Y087 李开
红、湘 UU8073 马文军:
因你驾驶车辆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
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延长
扣押期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 年 5 月 20 日

公 告
湘 AD3220 长沙鸿顺汽车客运
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的车辆超越许可事项，
从事道客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
扣， 至今未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请
你于公告当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长沙市交通行政
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
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 年 5 月 20 日

◆张思宇（父亲：张虎，母亲：喻
芝苓）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588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君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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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电话 13016169639

注销公告
长沙乐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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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强，电话 18390883006

遗失声明
株洲县益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株洲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3 年 12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221NA00
0157X，声明作废。

◆黄浩（父亲：黄志炼，母亲：邝
小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13428，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名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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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亮 电话 18821882165

遗失声明
龙山县小博士幼儿园遗失龙
山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
58899173-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泽四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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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顺 电话：13142238899

注销公告
湖南海峡彩亮光电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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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霖：电话：13868535830。

遗失声明
湖南三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
MA4L6GJY90)遗失公章、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羽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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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电话:13974809912。

◆贺煊懿（父亲：夏松柏，母亲：
贺爱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F430047534，声明作废。

◆谭翔（父亲：谭建平，母亲：陈
闰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973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亦兴国大药房遗失冷
水江市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国税登
字 432524197709223415 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瑞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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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电话 13908461311

遗失声明
张珍平因保管不善，将醴房权证
来龙门字第 710006850 号证明
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
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张珍平

◆杨宇恒（父亲： 杨伟光，母
亲：邹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08635，声明作废。

◆宋明哲（父亲：宋源，母亲：
张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261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木泉园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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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刚 ，电话 15387489150

注销公告
长沙沙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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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悦焜 ，电话 1871117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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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常洋皓（父亲：常拥鹏，母亲：刘
娜）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841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向桂竹遗失株洲结谷门 5 区 1
楼 108 号门面押金条一张，金
额 15000 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发安爆破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珠泉分公司不慎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日
期：2017 年 4 月 11 日核准号：
J5637000274801，声明作废。

◆刘敏遗失危险货物押运
证，证号：4312301030012
000005，声明作废。

◆李慧遗失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档案和毕业证 98150701，声明作废。

◆曾琦钧（父亲：曾宪伟，母亲：
熊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56277,声明作废。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东塘商圈，三号地铁旁，长房天翼
2000平方整层出售。 18673138718

优质高端写字楼出售

◆王书晗（父亲:王琪，母亲:
郭雯）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96874，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