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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恒泰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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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珍淑，电话 18684728188

减资公告
隆回县鸿兴运输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
万元减至 25 万元。 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阮开红 13714638863

遗失声明
北京龙文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株洲解放街分公司遗失株洲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8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2000000897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龙文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株洲黄河南路分公司遗失株
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8
月 18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20000008975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龙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芦淞分局 2015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20300002442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硕贝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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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勰 电话:1527446403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纳呀日用品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12 月 1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013600333126。 另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2524195702182420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尚优凡品商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年 8 月 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5000
1688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阳市大祥区友联通讯店遗失
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祥分
局 2016 年 7 月 12 日换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50
36001878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花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保香生活超市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43001643
20，号码 21755754，代码 4300
171320，号码 02188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银天装饰材料商
行遗失发票一张发票号 No017
38021，发票代码 4300162320，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嘉雅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 注册
资本由 3000 万元减至 100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或者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
系人:�候兰香，电话 15200262988

公 告
长沙市质量协会、长沙市条码
技术与应用协会因会员缺失，
协会工作多年停滞，决定注销，
现无法召开会员大会，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娟 13975823658
长沙市质量检验协会因会员缺
失，协会工作多年停滞，决定
注销，现无法召开会员大会，
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洁 13618493061

遗失声明
长沙知成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空白湖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 4300133140，发票
号 022484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声酉沙县小吃店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
分局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颁发
的注册号为 430301600039294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湘潭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
局颁发的税号为 3504271982
12045015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以上证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尚红轩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
务局于 2011年 9 月 14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301
115809473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铭添实验室设备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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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芳，电话 18975122391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鸿诚驾驶员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为
湘 MJM48 学的湖南省机动车
驾驶培训教学车辆证，证号：
4311298006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蛮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7 年 6 月 2 日核发
的 91430103MA4LQCCX4R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恒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3
010302564470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涂氏小杯茶茶馆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0200722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湘远电缆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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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松旭，电话 18173166664

遗失声明
桃源县漳江镇洞仙鱼馆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张，票号 No29
376579，代码 4300164320，开票金
额 165 元（壹佰陆拾伍圆整）开票
日期 2017年 5月 27 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安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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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玲，电话：13647486077

注销公告
湖南厚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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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学忠，电话:15700704115

遗失声明
佘丹不慎遗失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双湾国际 8栋 3004室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三联，
凭证号:003956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华跃标牌经营部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2
MA4LMC1371)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 (陈跃进 )私章各一枚；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2 年 3 月 22 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核准号 :
J5510017457601，代码号 :G70
43010201745760G；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新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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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超，电话 13467579205

注销公告
长沙亿美一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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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军，电话 15974121177

遗失声明
曾春林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5 年 10 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2026002485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冷水江市飞越机电阀门贸易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地址: 冷水江市金竹西路
15号。 联系人: 谭振华 13762825506

注销公告
株洲市建诚农贸超市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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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亚平，电话 13424278296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张亦驰因保管不善，将醴房权
证来龙门字第 71300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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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驰

注销公告
株洲净丽舍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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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英婕，电话 13407339325

注销公告
湖南长常九竹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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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飞雄，电话 15574379427

注销公告
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岳阳分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仲丽华 13985487993

遗失声明
湖南龙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
分局 2015年 8月 1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
3010000218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日月红玩具厂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明红，电话 18975937988

遗失声明
华容县新好油脂有限公司遗失华容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30623MA4LG9TR0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福祥沙石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阳楼分局 2015 年 4 月 13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
02000033582；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国税登
字 43060207498847X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德朱-湖南省安仁县清溪镇
桥头遗失安仁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2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860
00619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悦丰出口花炮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安监局核发的（湘）
YH 安许证字（2014）030049 安全
生产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村恒村源农业科技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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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电话 18942500629

注销公告
湖南金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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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申中 18922012315

遗失声明
株洲市神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唐中泽)遗失湖南省园林
绿化企业项目负责人证书，编
号:20140104006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悟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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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石果，电话 18652203188

遗失声明
长沙县天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湘 A6Z116保单号 805112016430
111015362 商业险保单证号 161
0423966的保单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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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全福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遗失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4年 7月 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381
0000242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富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临湘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6826874267365，
声明作废。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朱永明：
本院受理原告徐小桃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满三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小 1 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请你准时参加，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如需了解案件情
况，请联系本院 410 办公室，
电话 0731-84784901。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六月九日

遗失声明
姜洛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4 年 2 月 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202600242240，声明作废。

本报6月8日讯 从6月开
始，长沙的土拍市场逐渐火热。滨
江新城宗地编号为[2017]长土网
018号的地块经过150轮竞价，最
终由湖南省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
以12亿零9万元竞得，折合楼面价
8142元/㎡，溢价率150%。

刷新滨江新城板块楼面地价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显示，018号地块位于河西岳
麓区滨江片区桐梓坡路和潇湘中
路相交西南角， 起拍价为48009
万元，起始楼面价为3257.1元/㎡，
出让面积为 4 2113.52㎡（63.17
亩），规划为商住用地，其中商业
比重达到70%。

这也意味着， 未来将有共计
10万余平方米的商铺、公寓、写字
楼等产品投放入市。 不过，018号
地块有其限制条件： 竞得人需建
设并引进至少一家银行类金融机
构或全国总部， 这也极大地提高
了房企对该地块的竞拍门槛。

018号地块所处长沙滨江新
城板块， 加上湖南金融中心建设
概念，引得各界瞩目。围绕该宗地
的争夺，今天共有4家房企参与竞
拍，总出价记录达150次。最终溢
价率约150%，折合楼面地价为每
平方米8142元，刷新了滨江新城
板块的新高度。

预计售价将超2万元/㎡

“碧桂园将在省会长沙寻找
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地块，
引进符合长沙发展需要的产业，
打造一个五宜之城。” 早在之前，
碧桂园集团湖南区域就宣布，拟
在未来5年内， 投资3000亿元在
长沙实施“产城融合”。

有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滨江
新城土地“出嫁”，虽有明确的限
制条件，但因其濒临湘江，地铁4
号线和6号线在桐梓坡站交会，
距离地块不到500米， 未来交通
出行十分便利。同时土地含金量
较 高 ， 其 周 边 楼 盘 均 价 在
10000-15000元/㎡左右， 预计
售价将超2万元， 对于开发商的
吸引力自然不可估量。

据了解，在火热的6月，长沙
共有11宗土地挂牌， 总出让面积
63.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类用地
计划出让5宗，总面积高达38.5万
方，占比超过一半。

在业内人士看来， 尽管长沙
楼市“5·20新政”限购升级，给市
场成交带来影响， 为高价地块的
后期开发带来不确定性；但过去3
年来， 长沙土地供应逐年下降，
“僧多粥少”的土地供需矛盾依然
存在， 多家房企争同一地块的局
面仍将是常态。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何媚

本报6月8日讯 6月6日-6
月8日，由省国土资源厅、省人社
厅、 省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湖南省第五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举行。54支
队伍、108名选手经过激烈的角
逐， 评出了个人奖项和团体奖项
名单，这些精英选手7月份将代表
湖南参加全国竞赛。 省国土资源
厅透露， 目前我省注册测绘师缺
口近500人，未来3年每年至少需
增加160名注册测绘师。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本报6月8日讯 今日，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通过
由海关总署牵头， 国家发
改委、 财政部等十部委组
成的国家联合验收组的正
式验收，并取得《综合保税
区验收合格证书》。这标志
着湖南省唯一的临空综合
保税区已基本具备封关运
行条件， 向正式封关运行
迈出关键一步。

记者了解到， 保税区
（一期）已建成通关大楼、综
合大楼、监管仓库、标准厂
房、标准仓库、冷链仓库等
房建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
米，建成巡逻道、保税大道、

综一路、综二路、园一路、园
二路等市政道路12公里，区
内各项硬件、软件设施均严
格按照要求建设、调试完毕，
现代化园区已基本成型。

同时， 黄花综保区招
商引资工作进展顺利，吸
引了海内外60多家意向企
业， 先后举行三批项目的
集中签约， 累计签约项目
26个， 已有33家公司在综
保区办理工商注册。

据悉，验收通过后，长
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将于近
期获取海关报关代码和地
区统计代码， 即将正式封
关运行。 ■记者 丁鹏志

150轮竞价，长沙一地块拍出12亿
溢价率150%，楼面地价飙至每平方米8142元

我省注册测绘师
缺口近500人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
已签约26个项目，近期封关运行

本报6月8日讯 今天，张家
界市政府在荷花国际机场举行开
工仪式，张家界丰泽国际公用保税
仓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筑面
积1.1万平方米， 与正在建设的约
4.8万平方米的张家界东方·曼哈
顿保税直购中心， 以及正在建设
的国际网络电商平台一起， 构成
了张家界旅游国际化和外向型经
济新平台， 整个平台建设总投资
约6亿元人民币，项目计划今年底
完工，明年五一全面竣工营业。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王建军

张家界开建
国际公用保税仓

黄花综合保税区卡口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