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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永顺县鸿绅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永顺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9 年 8 月 1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31270000038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上悦沟通营销策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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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俊，电话 18684888727

遗失声明
醴陵市沈谭镇凯丰农机服务农
民专业合作社遗失醴陵市工商
局 2009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81
NA00007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宥臣商贸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2MA
4L2N0829；特此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遗失公告
戴仕坤因保管不善，将株县 17
B 国用(97)第 1555 号不动产
权证书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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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
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戴仕坤

遗失声明
炎陵创美保洁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炎陵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0225
325690580，声明作废。

◆蒋湘(父亲：伍敬良，母亲：
蒋芝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220053,声明作废。

◆廖吴松（父亲：吴晓伟，母亲：廖
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7461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乡书院洲国家湿地公园
管理处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副本，12430721066395375C，
声明作废。

◆杨丽遗失安乡县深柳镇国土证，
地号 03-01-05-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劳动保障维权协会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安乡县支行开户许可
证 正 本 1908073809020117446，
中国人民银行安乡支行核准号
J55810000634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和意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郴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苏仙分局2016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10035617378383； 遗 失 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6300009288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博世商业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1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G1043082100013630R，
声明作废。

◆唐江衡(身份证号:4329261970
01090033)遗失 2014年度永州市
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转岗考
试成绩通知书，声明作废。

◆廖浩轩（父亲：廖爱军，母亲：
卢小桃）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640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顺县武陵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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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双，电话 1334873186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食在不一样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华夏分店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2 份，分别为 :发票代码
为 :4300164320，发票号码 :
14266839;发票代码:430017
1320，发票号码为:02327661，
声明作废。

◆王洪遗失武夷学院毕业证,证号：
103971201605001683，声明作废

◆龚鑫遗失车牌号湘 C77329 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43038120104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誉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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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恩 电话 13307314537

◆彭鹭，身份证号:4303811995
04011017 于 2017 年 6 月遗失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
议书》编号为 1171134203498,
特此声明作废。

◆宫瑜璟（父亲：宫成，母亲：
刘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03301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噼哩啪啦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5320549246D)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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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慧（身份证号 1501211981
11050622）遗失一张现代牧业股
权代持权益证， 证号：07-0078，
股数：51840股，特此声明。

◆马欣怡（父亲：马勇，母亲：旷培
利）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K430911968，声明作废。

◆中南林科大涉外学院吴舒敏报到
证 201112656201722，遗失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石兰芳报到证
200810537201838，遗失作废。

◆陈自佳遗失湖南城建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号 13044120
0506000381，声明作废。

◆杨子宜（父亲：杨天智，母亲：
文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77212，声明作废。

◆张佳萱（父亲：张志伟，母亲：
王雪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N430051082，声明作废。

◆沈佳杨（父亲：沈龙，母亲：
杨鑫）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P431077967，声明作废。

◆曾英才遗失《伤残人民警察证》，编号：
湘警 HO025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学趣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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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电话：15874270585

◆冯宇涵（父亲：冯伟，母亲：徐利
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O430221091，声明作废。

◆梁艺铃(父亲:梁超，母亲:
李玉)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O430747688，声明作废。

6�月15�日，江苏省徐州市丰
县创新幼儿园大门外东侧发生
爆炸事件，泰康人寿紧急开通了
6项应急服务举措。

主动理赔服务： 主动提供代
填理赔申请书、 上门送赔款等服
务。

开通理赔快速服务通道：启
动理赔应急机制，开启理赔绿色
通道，开展理赔主动服务。

无保单理赔服务：保单丢失
的，不用再申请补发保单，可直
接申请理赔。

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服务：因

本次灾害出险需紧急救治的客
户，不再限制其就诊医院。

取消自理项目限制服务：客
户因本次灾害需治疗的，不再扣
除其自理项目及自理药品的费
用。

简化意外身故理赔申请手
续：政府机关出具的失踪证明或
殡仪馆的火化证明、通知单可作
为死亡证明资料。如仍难以提供
的，公司调查人员主动上门核实
属实的，可免于提供相关单证。

■王志平
经济信息

“当日成交客户， 赠价值
6000元五天四晚的港澳双人
游， 还有更多大奖。”6月16日，
湖南合顺起亚4S店总经理张波
向记者介绍，现在不仅电商、零
售百货玩“6·18狂欢节”，他们
汽车4S店也将在当天推出汽车
大促销活动。记者调查了解到，
其实在长沙6月18日推出促销
优惠活动的4S店还真不少。往
年主要在京东、 天猫等电商中
间盛行的“6·18”，今年为何也
刮入了汽车行业？

“6·18”刮入长沙各4S店

“当日成交客户， 赠价值
6000元五天四晚的港澳双人
游， 还有更多大奖。”6月16日，
湖南合顺起亚4S店总经理张波
向记者介绍， 除此之外，6月18
日来购车的人还可享寻宝比
赛、抓娃娃等互动游戏，还有购
车即抽奖，中奖率100%等购车
优惠， 另外到店的新老客户均
可享32项免费检测及洗车服务
等售后福利。

“298元抵1000元，10000
元现金抽奖， 二手车原价置
换。”长沙宝悦宝马4S店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在6月18日也推出
了相应的购车优惠。“活动期
间， 来店购车可享七重大礼。”
一汽马自达长沙德顺4S店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6月18日到店
即送精美水杯一个； 当天可超
值购CX-4周年纪念版车型；购
车即送胎压监测或智能后视
镜； 当天定车可优惠购精品礼
包；不论品牌，置换即可享4000
元-6000元现金礼； 购车最高
享50%首付，12期免息。

记者调查发现，决定在6月
18日推出购车优惠的4S店品牌
远不止这些，像别克、吉利、丰
田、 长安马自达等都加入了行
列，而像购车送车险、限量特供
车、厂价直销、0利率金融购车、
200元抵6000元等各种促销方
案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还有不
少4S店为了抢先锁定客户，将
“6·18” 活动提前一天放了在6
月17日。“我们就是从6月17日

开始，持续至6月18日。”兰天众
天4S店工作人员介绍。

汽车销售降温
厂商、4S店库存增压

往年只局限在电商、 零售
百货范围内流行的“6·18”之
风， 今年为何刮入了汽车销售
界？“由于购置税优惠政策退
坡，去年年底消费透资，今年汽
车销售压力普遍增大。”湖南省
汽车商会会长马湘滨介绍。

另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
据，今年5月份，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208.7万辆和209.6万辆，与
上年同期相比，销量下降0.1%；
前5个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35.8万辆和1118.2万辆，增速
低于上年同期1.3和3.3个百分
点。今年1-5月，中国汽车经销
商库存预警指数分别为61.5%、
66.6% 、61.9% 、59.2% 、51.8% ，
已连续5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上。
省汽车商会秘书长王学安介
绍， 按照经验，6月份市场需求
相比5月也会减少， 因为5月份
各地都举行了较大的车展活
动， 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汽车
消费市场。

面对6月的传统淡季，无论
是汽车厂商还是经销商都存在
较大的库存压力。 与此同时，6
月各汽车厂商和经销商又面临
年中大考，因此销售压力倍增。
“所以在6·18进行大促销正好
是个机会。”业内人士介绍。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杨雨 徐萌

当汽车遇上“6·18”，你有购车冲动吗
电商促销狂潮蔓延 长沙4S店也跟风 探因：汽车销售降温，厂商、4S店库存增压

销售显疲态
或再掀官降潮

相比去年 13.7%的
销量增值幅度， 今年的
汽车销售市场已显出了
疲态。 中汽协会预测，
2017年汽车市场销量约
为2940万辆， 同比增长
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
市场压力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 汽车市场新一轮
价格战拉开了帷幕，或
再度掀起一阵官降潮。

近日， 长安汽车官
方宣布将对旗下多款明
星车型的全国市场零售
指导价进行全面下调，
最大降幅度达18000元。
其实官降模式早在今年
3月就已开启， 其中奥
迪、 宝马的相关车型优
惠幅度超过10万元，凯
迪拉克、路虎、沃尔沃、
英菲尼迪等品牌也走上
了借助降价拉升销量的
“捷径”。 在合资品牌领
域，长安福特官方宣布，
自4月起针对翼虎部分
车型推出降价政策，而
前四个月销量累计同比
下降7%的上汽大众帕
萨特， 目前的现金优惠
达到3万元以上。

6月16日， 湖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省直管工程
项目应急救援演练活动，中国人
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作为省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主
承保单位，参与承办此次演练活
动，并为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系上了“保险带”。

据悉，截至2016年底，中国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共为全
省21562个工程项目提供5616
亿元的风险保障，受理保险责任
事故9871起，累计支付赔款2088
亿元， 有力地保障了建筑施工现
场工人的生命健康和第三人的生
命及财产权益， 维护了社会的和
谐稳定。 ■杨天午 潘海涛

经济信息

湖南人保财险
为建筑施工安全系“保险带”

本报6月16日讯 今天，株洲
市政府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
会， 今年的湖南夏季乡村旅游
节将自6月28日起在株洲炎陵
县举行， 活动将持续到8月31
日。

据悉， 本次旅游节的主题
是“养生祭祖·避暑炎陵”，主要
活动包括旅游节开幕式和神农
谷避暑养生节，“神农谷·森呼
吸”生态养生跑，溯溪景点探秘，
湖南夏季避暑旅游论坛，“炎帝
陵祭典”活动等。

株洲市副市长黄芳介绍，这
次旅游节将突出健康养生。“株
洲尤其是炎陵县生态资源丰
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森林
茂密，山清水秀。我们将积极组
织开展“神农谷·森呼吸”生态
养生跑、溯溪景点探秘、仰望星
空音乐帐篷节、 云上大院森林
康养节等系列休闲旅游活动，
吸引广大健身爱好者绿水青
山、蓝天白云的良好生态环境中
畅快运动。”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李洋

2017年湖南夏季乡村旅游节月底开幕

泰康人寿启动6项举措应对丰县事故

预测

往年盛行于电商、零售店等领域的“6·18”促销风潮，今年也刮到
各大汽车4S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