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烧牛餐饮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
票号码 213605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飞龙环保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一份空白通用机打
平推式发票(三联无金额限制
版 190mm×101.6mm)， 发票
代码 143001110338， 发票号
码 01817487，声明作废。

尊敬的“步步高·梅溪新天地酒
店式公寓”业主：
承蒙您对本公司“步步高·梅溪
新天地酒店式公寓”项目的关心
和支持，您购买的公寓已可以交
付。 请您于 2017年 6月 30 至 7
月 5日期间，携带购房票据和身
份证前往“梅溪新天地酒店式公
寓 1楼大厅”办理交付手续。 因
收房业主较多，为了让您更便捷
办理交付手续，具体交付事宜请
致电 0731-85828888咨询。
我们真诚的恭候您，祝您全家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
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梅溪
湖分公司 2017年 6月 24日

步步高·梅溪新
天地酒店式公寓
项目交付公告

清算公告
湖南久霸彩钢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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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如，电话 13342503588

◆鲁可芸(父亲：鲁周贵，母亲：
刘洁）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4841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泉富出口鞭炮厂遗失醴
陵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8760009-1；遗失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2810
87600091，声明作废。

◆李凯遗失坐落临湘市三角坪明
珠花园五栋三单元 604的房产证，
证号 000564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长捷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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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鹰，电话 13907325876

注销公告
汝城县恒信工程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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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才，电话 1387552352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梓雍餐馆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
码：11260114，声明作废。

◆黄伟彬遗失湖南工业大学报
到证， 编号 200911535201497，
声明作废。

◆肖子雄（父亲：肖杰林，母亲：
刘春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5054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誉湘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
682815601K）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汇利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25286301， 遗 失 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银
行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
3012102528630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互升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0 年 9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105000044689；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和 IC
卡 ， 代码 69859757 -3； 遗失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56985975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驰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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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霞 电话:15272261233 遗失声明

湖南省缔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为：4303810000222
06）遗失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邓子林（父亲:林继，母亲:
邓玉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10373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凯美居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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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凯 15973370005

遗失声明
城步苗族自治县河口水电站（普
通合伙）遗失城步苗族自治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1 月 3
日核发的 91430529329482287K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盛玖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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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玲，
电话 18974905160

遗失声明
长沙市毛酒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和
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税
号 430103750619451，声明作废。

◆谢颖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件 编 号 ：43062119950915102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雅康艺术教育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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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玲 18273160665

◆周银遗失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证， 证号：108301201106001226，
声明作废。

◆伍懿轩（父亲：伍苏，母亲：
王文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N4300517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万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821753353628Y，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江汇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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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军 18692616455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黄回东不慎遗失慈
利县工商局于 2013 年 1 月 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8216001273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妙厨食品商行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于 2015年 5月 2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
4301116007629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飞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由宁乡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
243294462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卓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已作废发票，发票代码：
143001110338，发票号码：03
673262，特此声明。

◆周宸羽（父亲:周卡平，母亲:
刘颜姝），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476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闽创建材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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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炎，电话 18975111219

◆刘建凯于 2017年 6月 22日遗
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12419
711204655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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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段凯风遗失报到证， 编号 :
201613802300422.声明作废。

◆谢姝涵（父亲：谢源阳，母亲：张
颖帆）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9662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州爱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4300161320，发票
号码：028489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橙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一式三
联）， 发票号 00405244， 代码
4300144130，声明作废。

◆陈声解遗失车牌号湘 N6H661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1223200100，声明作废。

◆周依娴（父亲：周海军，母亲：金
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K430757020，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湘族住人集装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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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潞怀，电话 15073028688

在招生录取期间， 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种种幌子， 进行以谋取
钱财等为目的的招生诈骗活动，
一些考生和家长往往轻信许诺，
上当受骗。

6月24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广大考生和家长应提高防范意
识， 注意识别招生骗子的诈骗伎
俩。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没有
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分数”；没有
任何人在高校招生中享有特权；
除了省教育考试院， 没有其他任
何机构可以进行普通高校招生，
不要轻信招生诈骗分子的花言巧
语，以免上当受骗。

【伎俩一】
冒充高校招生人员行骗

骗子自称为某高校招生人
员，携带有某高校招生宣传资料，
见了考生和家长， 滔滔不绝地吹
嘘，诱骗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取
得家长信任之后， 又强调录取的
难度，并暗示自己可以帮忙。家长
为了孩子的前程，慷慨出手，结果
上当受骗。

防范提醒： 录取工作全部实
行异地远程网上录取， 通过计算
机网络传输信息， 按志愿和分数
由计算机来排序投档， 不受任何
人为因素影响。

【伎俩二】
混淆教育形式蒙骗

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样
的。 一些不法分子故意混淆普通
高校招生与自学考试、成人高考、
网络教育等不同招生类型， 拿自
考助学班、 网络教育班的入学通
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防范提醒：网络教育、成人教
育、 自学考试也是高等教育的形

式，但跟普通高等教育有区别，入
学门槛较低，网络教育、自学考试
等形式不需要高考分数即可就
读。 招生骗子最容易在这个问题
上打考生和家长的主意。高校《招
生章程》注明了招生学校的校址、
办学层次、办学类型、颁发学历
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等
重要信息，考生和家长只要详细
查阅，就能避免上述混淆概念的
欺骗手段。

【伎俩三】
声称“低分高录”哄骗

骗子自称是招生院校或省
招办某领导的熟人、亲戚，声称
自己有办法让不够本科一批录
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
科一批院校， 只上了专科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
本科专业， 从许多考生手里骗
取大量钱财。

防范提醒： 省教育考试院严
格执行批次录取分数线和有关政
策， 不录取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考
生； 除了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照顾
政策外， 没有人在高校招生中享
有特权。

【伎俩四】
谎称“内部指标”诱骗

有不法分子通常把自己“装
扮”成某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工作
人员，或吹嘘自己神通广大，与高
校领导有“关系”，可弄到高校招
生的内部指标等。

防范提醒： 我省实行网上远
程录取， 省教育考试院严格执行
国家和省下达的招生计划， 即便
是招生院校投放到我省的机动计
划， 也只能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
取。

【伎俩五】
假冒军校招生诈骗

近年来， 军队保卫部门与地
方公安机关连续破获多起假冒军
队院校招生诈骗案件。 一些考生
家长心存侥幸， 希望花钱托人找
关系上军校， 结果造成“财学两
空”。

防范提醒： 军校招生没有计
划外名额， 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允
许任何个人私自携带招生公文，
招生过程不存在向考生或家长展
示公文这一环节。 有关军队院校
招生的详细信息， 可通过教育部
“阳光高考”网站等查询。

【伎俩六】
以特殊类型招生为幌子行骗

一些骗子利用特殊类型政
策，以“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类型
招生为幌子， 声称可以搞到特殊
类型招生资格， 然后拿假资格证
书蒙骗考生家长。

防范提醒： 具有特殊类型招
生资格的高校均在教育部“阳光
高考” 网站公布了特殊类型招生
章程， 获得资格的考生均在该网
站公示， 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具备
录取资格。

【伎俩七】
利用所谓假“预科生”进行诈骗

国家规定不允许超计划、无
计划招生，以假“预科生”名义进
校后不能办理录取手续， 不能电
子注册和取得学籍， 近几年少数
高职高专院校，承诺“先上车后买
票”、“专科进本科出”。 一些不法
分子借机而动，四处搜罗生源，向
违规招生高校推介， 向家长收取
巨额好处费、信息费。

防范提醒： 除了省教育考试
院外， 没有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
可以办理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手
续。按教育部规定，湖南省考生只
有经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办理正
式录取手续， 才能取得普通高校
学籍， 毕业时才能获得普通高校

的学历文凭证书。

【伎俩八】
利用录取信息欺骗

每年招生期间，有些骗子住
在招生现场附近的宾馆， 利用
家长和考生提供的报名号或准
考证，冒充考生家长或亲戚，在
招生录取现场咨询点查询考生
投档轨迹， 钻家长和考生信息
不灵的空子， 本属于正常投档
和录取，却向考生家长报功：是
由于他找了朋友， 花钱疏通关
系，考生才被投档或录取，并借
机向家长收取钱财。

防范提醒： 考生不要轻易将
自己的身份证号和报名号告诉别
人。在录取过程中，所有考生都可
以通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
和当地县（市、区）招办查询自己
的录取结果， 只有在省教育考试
院指定的查询渠道查到的录取结
果才是真实可靠的。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罗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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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招期间防诈骗伎俩案例

用钱可买分数？ 绝对不要信！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