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绿晟水产养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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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利斌
电话 18229916931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7 年 7 月 2 日
上午 10 时在韶山北路 112 号
天心电子大厦 6 楼省公共资源
拍卖中心会议室公开拍卖旧模
板一批，参考价 3500 元/吨(请
登录 www.sypm168.com),有意
者请携有效身份证件及保证金
20 万元前来办理竞买手续。 标
的展示日期及地址：6 月 25 日
至 7 月 1 日标的所在地。 看货
地点及联系电话：益娄高速公路
五标项目经理部 15116161075 冯
先生。 报名地址： 韶山北路 86
号鑫天大厦 1004 室本公司。 联
系电话：18975182119 保证金付
至：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五里牌支行 596359060565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7 年 6月 25 日

遗失声明
湖南明升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7 年 4 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K
2ED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红英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鹤城分局 2010 年 6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202600442498，声明作废。

◆李远玲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不慎遗失律师证，执业证
号：14310201611790094，流水
号：107575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金羽体育用品店
2016 年 11 月 20 日遗失湖南省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卷式）7
份， 代码 143001510128 号码：
21881744-21881750 税控机一台，
编号：0010900602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彭勇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苏仙分局 2009 年 11 月 2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0036000164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彭勇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苏仙分局 2014 年 6 月 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03600046459，声明作废。

◆廖威二代身份证 421083198108
014516于 2017年 4月 28日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春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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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潇，电话 18684708339

注销公告
长沙聚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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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铁，电话 18670005288

遗失声明
湖南可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发票联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3130，发票号码 04531
983，金额 56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广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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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盼盼
电话：13508498244

注销公告
湘潭一诺护理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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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苗 电话 13875217451

注销公告
长沙巴音塔拉肉食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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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凯龙，电话 15116303466

注销公告
长沙金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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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娟，电话 15974102110

注销公告
长沙放肆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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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中斌，电话 15580064138遗失声明

临湘市白石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临湘市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430682788003038，遗
失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78800303-8，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怀化新浪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辰溪经营部遗失辰溪县地方税
务局核发 433023197305236823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6 月 22 日湖南佶福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
元减至 2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蔡毛毛，电话：18670388555

注销公告
长沙欣惠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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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彬，电话 18975128566

◆周俊豪（父亲：周云甫，母亲：
沈复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J430197407，声明作废。

◆陈书鸿（父亲：陈广，母亲：
周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0283123，声明作废。

◆王浩隽(父亲:王瑜,母亲:陆春
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607935，声明作废。

◆欧阳林祥（父亲： 欧阳通，母
亲：邹佳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519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湘竹坊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
源分局 2011 年 2 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8116000180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龙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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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韩，电话：13875947786

遗失声明
长沙肯德基有限公司星城汽车
穿梭分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3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0032938149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逢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5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2
000277179，组织机构代码证
34470210-2，税务登记证号
（国）430102344702102，税
务登记证号（地）4301023447
021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爱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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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益，电话 15873113977

注销公告
长沙市沁兰斋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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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丹丹，电话 13875966459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网立轶站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景 18073008006

◆夏秋萍遗失湖南大学学生证，
证号：S1509W04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唐羽茗茶遗失 6张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4300163320,
号码:00438828、00438856、
00438857；代码:4300164320,
号码:19733238、22413634；
代码:4300171320,号码:1166
54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优森活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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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联系电话 13786183683

注销公告
长沙英吉纽特文化传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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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蕾，联系电话：13873175242

注销公告
湖南仟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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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明，电话 15074986996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含光财务咨询服务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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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辉，电话 15074986996

注销公告
湖南瑞德商业物业咨询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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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寒，电话 15074986996

注销公告
长沙市驷汇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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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湘明，电话 13637312800

撤销注销公告
长沙订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于 2016年 6月 15日在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办理公
司注销备案手续。 现经全体股
东研究决定，同意不注销，继
续经营，并且没有在任何报纸
上刊登注销公告。 如有不实，
一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秦俊，电话 18974992856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吴哲饮品店不慎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年 8月 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4301026005356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志鸣投资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4 年 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
号 430103000139675；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9293492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帅哥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430603000004710）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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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为荣 13297476692

遗失声明
株洲凌云金属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2 年 9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30200000105626； 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号：
430204053891222；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 代码：05389122-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中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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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中，电话 13927860356

注销公告
湖南省湘富美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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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飞，电话：15084999779。

遗失声明
湘潭联兴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4
LK7X44L）遗失许兴(法人代
表)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石峰区红灿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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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辉 电话:18873306788

清算公告
湘阴鸿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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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先中，电话 13974023659

注销公告
湖南来家帮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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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亮，电话 18353788646

注销公告
长沙诺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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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真,电话 1507319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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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张家界长德商贸物流开发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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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辉 电话：18026959999

提醒

不管考生能填报多少个
学校志愿， 最终都只能录取
到一所学校。在新政策条件
下， 考生即便能考上志愿学
校，但要在填报志愿时，预留
出足够的专业分差以保证
自己考上理想的专业且不
浪费分数， 技术难度依然非
常大。

据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公
布的信息，2016年我省本科一批
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
应投34482人， 实际出档33972
人，出档率达 98.52�%，掉档人数
为510人； 我省本科二批平行一
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应投

83629人， 实际出档74944人，出
档率达89.61%，掉档人数为8325
人。 欧阳文邦说：“可以预见，随
着10个平行志愿的推行，我省相
应批次平行一志愿出档率会比
以前更高， 掉档人数会大幅减
少。” “今年， 各院校投档线会更

加稳定， 低分考生博取名校的
机会减少。” 欧阳文邦分析，由
于考生有更多的选择， 也就有
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
院校， 导致名校踩线录取的几
率大为减少。他指出，如果从历
史上志愿数量的变化来看，
2010年的录取情况最值得参
考。“因为2009年湖南的本科一
批是三个平行志愿， 到2010年
变成了五个。以文科为例，2009
年湖南省文科一本踩线录取的
学校共有34所， 包括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苏州大学、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都踩线录取。但
2010年， 湖南省本科一批可以
填报五个平行志愿， 当年文科
踩线录取的学校只有26所。”随
着平行志愿的推行， 踩线录取
的名校数量越来越少， 比如在
2015年， 文科踩线录取的学校
只有4所， 含中华女子学院、辽
宁大学等。2016年，文科踩一本
线录取的学校只有5所，含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等。

当然，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
罕见的现象，比如，2014年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理科在湘533分
（一本线522）投档，2015年中央
财经大学文科在湘544分（一本
线535分）投档，但欧阳文邦认
为，这种“小概率事件”在2017
年将变得更为罕见。

随着考生选择面的加大，对
高校招生也将造成影响。欧阳文
邦认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院校
（专业）将受到冲击，尤其是往年
踩线录取的中外合作办学院校
（专业），招到高分学生的难度比
往年更大。“因为，更多的考生只
有在最后一两个院校志愿才会
考虑中外合作办学。”

在欧阳文邦看来， 各批次平
行志愿的学校增加， 将为考生带
来更多的选择。 只要稍微懂得一
点志愿填报“冲稳保”模式的考生
和家长， 今年按照这个模式来填
报，掉档风险比往年会大幅减少。
不过， 随着各批次平行志愿数量
的增多， 考生志愿的结构会有很
大变化。比如，以前五个平行志愿
时，“冲稳保” 的基本结构表现为
“一二志愿冲、三志愿稳，四五志
愿保”， 那么到了10个平行志愿，

“冲稳保” 的基本结构可以调整
为 ：“1-3志愿冲，4-7志愿稳，
8-10志愿保， 也可以调整为1-3
志愿冲，4-6志愿稳，7-9志愿保，
第10个志愿考虑垫一垫。”

不过，欧阳文邦提醒，上述结
构并不是一个标准模式， 考生要
根据自己的诉求灵活变化。“对于
专业倾向特别明显， 以学到某个
指定专业为目标的考生来说，那
就不应该有‘冲’的院校志愿，而
是直接第一个就是‘保’”。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林斐婧 周思悦 毛丹

本报6月24日讯 与往年不
同的是， 今年我省各批次平行志
愿（包括军事院校志愿、贫困专项
计划志愿等） 的学校个数由去年
的5个增加到10个。 这是今年湖
南高考政策中变动最大、 影响面

最宽的一项变化，那么，这个变化
究竟能给考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今天， 湖南启善尚行生涯规
划研究中心首席高考研究专家欧
阳文邦老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由于今年平行志愿数量
的增加， 考生一次性出档率将得
到进一步提高， 这将有效降低掉
档风险。

掉档人数将大幅减少

考生志愿结构将会发生变化

名校踩线录取几率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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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增至10个，这意味着什么
专家：今年出档率将更高，考生志愿结构会有很大变化，但是名校踩线录取几率大降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