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

2017.5.24��星期三 编辑 张允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迎 校对 汤吉A11 经济·行业

遗失声明
湖南海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00
MA4L349Y6R）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于奕不慎遗失长沙市开福区伍

家岭路 87 号君悦香邸 11 栋 715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长
房权证开福字第 716183522，
特此声明作废。
◆陈昆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编号:4301051976
02241012，声明作废。

◆何源浩（父亲:何高华 母亲:
孙军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976764，声明作废。

◆陈姮（父亲：陈英俊，母亲：
喻绪宝）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254254,声明作废。

◆刘健（身份证号码 3621281983
09150034）遗失乾源国际广场
2 号栋 1810 的税务收现缴款
书（票证字轨为（141）湘地现
05118208，2015 年 12 月 29 日
开具 )第一联，缴纳契税为：
8202.14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
理处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安乡
支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账号
18512901040000424， 中国人
民 银 行 安 乡 支 行 核 准 号
Z5581000001802；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安乡支行开户许可证
正副本 18512901040000101，
中国人民银行安乡支行核准号
Z55810000017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鹿先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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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电话 18516035711

遗失声明
隆回县金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隆回县国税局 2008 年 1
月 17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登记证号：43052467075861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尚德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河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1110002484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勺哈乡景秀草莓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
14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
码为 433127NA000144X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学前教育促进会遗失宁
乡县民政局 2015 年 2 月 9 日核
发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
本一份（长宁民社证字第 094
号），代码 785386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群华海鲜水产经
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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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510008103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维果龙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7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11MA4LN12M
4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沁轩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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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思，电话 13875927246

遗失声明
湖南宏艺施工图审查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 2017 年 1 月 11 日开具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发票代
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分别
为 14999465、14999466、1499
9467,金额分别为 97200元、90
000 元、500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三信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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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焘，电话:13808438430

遗失声明
湖南诚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7 年 4 月 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MA4LHYXB
9H，声明作废。

债务清算公告
由湖南省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原湖南省宇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的长沙县葛南线
X022、青培线 X024、茶培线
X053 线提质改造工程现已完
工，若本项目还有未支付完毕
的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租
赁费等，请各位权利人在本公
告后 7 日内与我公司财务室联
系，并携带相关原始依据及结
算资料前往湖南省交建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登记备案，以便完
清相关手续，逾期将视为自动
放弃结算权利。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973346868

特此公告！
湖南省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X022、X024、X053 线提质改造
工程项目经理部

2017 年 5 月 23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湘潭顺风空调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惟明律师事务所已依法受
让长沙市宏顺投资顾问有限责
任公司承接的原建设银行湘潭
市分行及其下属机构对贵单位
的债权 180 万元及其利息，特
此公告。 请贵单位积极筹措资
金向湖南惟明律师事务所还款。
联系人:彭新武律师
电话:13973279418 0731-52316133

湖南惟明律师事务所
长沙市宏顺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5 月 2 日

遗失声明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一份保险费专用
收据（910001）号码为：0634229，
三份保险合同首页纸（970002）
号码为:01534267，01609505，
01609556，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城步民一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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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才亮，电话 15115908877

注销公告
长沙百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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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电话 18684779566

注销公告
株洲希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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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友志，电话 18975315680

注销公告
湖南省壹次新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为：杨懿、黄凤平 ，杨懿
为清算组组长，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请债券债务。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懿 18907316958

注销公告
祁东县湘祁砂业有限公司经全
体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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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朝阳 15074791983

注销公告
祁东县志军废品回收厂(普通
合伙 )经合伙人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厂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勇军 151974991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小鲜女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
号码 030794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嘉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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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坤，电话 13574229031

注销公告
湖南红林大酒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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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龙飞，电话：18974111111

遗失声明
茶陵县兴旺页岩机砖有限公司
遗失茶陵国税局 2013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税务证正本，税号为：
4302240791585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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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定政，电话 13007385614

注销公告
湖南亿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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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申请债权。 联系人：
于海，电话：17374661156

遗失声明
安乡县绿健水产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遗失安乡农商行安
裕支行开户许可证副本
88011760010115972012， 中
国人民银行安乡支行核准号
J5581000151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浩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3320,发票号
码:127866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新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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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电话 18390172777

遗失声明
华容县插旗镇爱苗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
0623MA4L8GH5XH）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熊艺晴（父亲:熊奇，母亲:
周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494761，声明作废。

◆严子睿（父亲：严伟，母亲：
钟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494755，声明作废。

◆谢清香(父亲:张鹏辉，母亲:
谢爱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226304，声明作废。

◆李可馨（父亲：李元，母亲：
黄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13704,声明作废。

◆郭伟杰（父亲： 郭伏林，母
亲：杨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18847,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陈丽萍遗失报到
证，证号 201610542201830，声明作废。

◆张靖歆（父亲:张磊 母亲:方
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1171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江市美华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沅江市国家税务局 20
15 年 6月 16日核发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98
1344855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江市美华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沅江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6月 10 日换发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43098
1000043010，声明作废。

◆邓小波，湖南衡阳师范学院 20
06 届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毕业生，遗失毕业证（编号 10
5461201005121549），声明作废。

◆王奥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业
证，执业证号：14301201510577
702，执业证流水号：104939
65，声明作废。

◆李臻麟（父亲：李明玉，母亲：
阳江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05386，声明作废。

◆刘秀珍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 2008430211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鸿源五金机电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2年 5 月 2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
381000003623，声明作废。 ◆刘晨（父亲:刘振威 母亲:

肖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01657，声明作废。

◆刘靖（父亲:刘振威 母亲:肖
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745972，声明作废。

◆谭梓萱（父亲:廖勇姣 母亲:
谭腊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76446，声明作废。

◆陈靖琪（父亲:陈金星 母亲:
李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066707，声明作废。

◆陈嘉怡（父亲:陈金星 母亲:
李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936406，声明作废。

◆黄羽蒙（父亲:黄操 母亲:刘
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5995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先锋电器贸易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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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建林，电话 13347383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阳羡陶源紫砂茶
馆不慎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 代码：4300171320， 票
号：15240409，声明作废。

◆李凤遗失湖南商学院毕业
证，证书编号:10554520070600
0748，声明作废。

◆侯巍遗失计算机应用能力证,
编 号 4301012015021300510，
4301022011051000411，声明作废。

◆林仔冉（父亲:林建新 母亲:
李双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11945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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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宇（父亲:田胜波 母亲:霍
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742356，声明作废。

本报5月23日讯 今天，
由中国邮政与腾讯公司携手
举办的“腾邮赢客中国行”营
销峰会正式落地长沙， 来自
各行各业的400多位知名品
牌企事业代表应邀参加活
动，共同推动“互联网+新媒

体”的合作模式走进长沙。此
次峰会从数据、赋能、赢客三
个维度， 带来最新的企业营
销趋势和成功经验, 助力企
业营销升级，拥抱“互联网+”
时代。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彭晓谭

本报5月23日讯 今日，
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
消息，近日，长沙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邮检办事处从一来自
法国的入境邮件中， 截获活
体蚂蚁792只及蚁卵百余粒，
经鉴定为工匠收获蚁。 这是
湖南口岸首次截获大批量活
体蚂蚁，也是到目前为止，全
国口岸单次截获活体蚂蚁最
多的一次。

这些蚂蚁被封存在装有
营养液的试管内， 包装手法
专业。经过清点，邮件内试管
共计300支，管内封装活体大

型蚂蚁300只，小型工蚁492
只，蚁卵100余粒。该邮件来
自法国， 面单无任何申报信
息， 收件人为长沙市岳麓区
某市民，但一直无法联系上。

检疫人员推测这可能是
近年来国内外盛行的蚂蚁玩
家从境外邮寄入境的新型宠
物。据介绍，该蚁种在国内没
有天敌，一旦流入自然环境，
可能会给我省生态带来巨大
安全隐患。根据相关规定，可
对责任人处以5000元以下罚
款。

■记者 杨田风

本报5月23日讯 在食品安
全问题频出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
关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绿色食
品渐得人心。今天上午，湖南省绿
色食品产销对接会在长沙举行，
来自全省14市州的50多家“三品
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统
称“三品一标”）认证企业齐聚湖
南名优特产品展销中心， 现场推
介自家优质农产品， 寻求与在深
圳的湘菜企业进行合作。

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主任朱
建湘介绍， 本场对接会主要是为了
大力宣传推介湖南“三品一标”农产
品，使之走向深圳市民餐桌。

湘鱼游向深圳市场

记者走访发现， 本次对接会现
场设置了长株潭、 湘西等多个展示
区，各区展示的农产品种类繁多，涵
盖了粮油、畜禽、水产、蔬菜、茶叶等
多个类别， 均为所在行业的“佼佼
者”。除了参展企业和经销商，现场
还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加。

在张家界峡谷天河有机富硒
渔业有限公司的展位前， 一个个
密闭礼袋中， 能清晰看到活鱼游
动的身影。 该公司销售部经理满
延卫介绍，礼袋中的鱼属于“有机
富硒鱼”， 由于礼袋中充满了氧
气，鱼可以在里面游动，有的存活

72个小时左右， 极大限度保证了
其新鲜性。“今天参展的主要目的
是展示我们的有机富硒鱼， 希望
能跟深圳的湘菜企业合作， 让公
司的有机富硒鱼进入深圳市场。”

据了解，2017年湖南省名优
特产品暨湖南绿色食品深圳产销
对接会，将于6月8日在深圳举行。
“500多家企业报名参加， 经过优
选，将有200多家企业的上千种产
品在下个月入驻我们的湖南名优
特产品深圳产销中心， 并长期与
在深圳的湘菜企业合作。” 湖南名
优特产品展销中心负责人说。

“湘菜出湘”带动“湘品出湘”

记 者 了 解 到 ，“湘 飘 天

下———湖南名优特产品展销中
心”是湖南推动“湘品出湘”的重
要平台。湖南湘飘天下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覃佐府介绍，平
台年销售湖南名优特产品达到
上亿元。

“目前深圳有1800万人口，湖
南人占了三分之一；此外，深圳现
在拥有6000多家湘菜馆， 从事湘
菜行业的有20多万人， 这是个很
大的市场。” 深圳市烹饪协会秘书
长、 深圳市湘菜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石珉豪说，初步统计，深圳的湘
菜食材需求量在50亿以上， 希望
以“湘菜出湘”带动“湘品出湘”，
扩大湖南名优特产品在深圳市场
的占有力。

■记者 吴虹漫

湖南绿色食品将走上深圳市民餐桌
农产品“佼佼者”先开进深圳市场，将进一步带动“湘品出湘”

“腾邮赢客中国行”
营销峰会登陆长沙

法国寄来的邮件藏792只活蚂蚁

借助对接会，我省多个种类的绿色食品将开进深圳市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