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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妹娜遗失湖南科技学院音乐
学专业 2014 届毕业生报到证，证
号 2014105512029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朋飞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1年 3月 2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8
2160009231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金星台冰糖橙专业合作
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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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宏祥 电话：13574427609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正刚五金水电
商店遗失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05 年 4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
122600119273,声明作废。

◆伍轩阳(父亲:伍钟，母亲:
刘梅)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L4310145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三合采石场遗失蓝山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6 月 18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127600007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多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 2016 年 7 月 7 日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349320
0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瑞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于 2015 年 6月 8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2000192054；遗失由长沙市芙
蓉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102079177
1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袁彩霞餐馆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6 份，代码
4300162320，号码 01296403、
01296424、01296425、012965
04、01296578、01296604，声明作废。

◆孟紫薇（父亲：孟军，母亲：
孟巧）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721851,声明作废。

◆王梦然(父亲:王恢宏,母亲:
李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00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高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资兴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81064233161P，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市琼海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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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春凤，电话 13574561844

减资公告
新宁县安康精神病医院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600 万
元人民币减至 3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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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曹基清，电话 13973922803

◆谭宗康（父亲:谭明，母亲:段
伟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C430111353，声明作废。

◆周再新遗失湘 HS8548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30114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遗失境内合同 6 套 CITS-HN-
JN -0000686,696,914,915,917,
1433；出境合同 17 套 CITS-
HN-CJ-0001258,1559,1638,
1699,1744,1798,1802,2254,2258,
2263,2300,2330,2352,2360,2368,
2416,2422;声明作废。

◆谌明莹（父亲：谌成前，母亲：
王赛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10838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市柏林化验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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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炜，电话 13807357747

长沙县山道弯弯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18822810684
清算组联系人：谭柱
长沙县山道弯弯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7日

长沙县山道弯弯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湖南首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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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倩，电话：13875906874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文医生宠物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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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983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村私房菜馆遗失永州市工商
行政管局零陵分局 2014 年 3 月
18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102600184868，声明作废。 ◆孟芯仪遗失三方协议书，编

号 1171055401788，声明作废。

◆卢兴沄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0532100946，声明作废。

◆黄瑶辉遗失《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编号湘（水）建安 A
（2015）00874，声明作废。

◆易彬遗失《建筑施工企业专
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编号湘（水）建安 C（2013）
017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天弘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郴州北湖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5 月 5 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431000000065375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景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06
6384342T）遗失税控机一台；
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空白发票
20 份，发票代码 143001210338，
号码 01507501-015075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界中心支公司遗失下
列单证：乘客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单，2017 年，单证代码 120
007006，单证号码 33397190-
33397200，11 份，33404001 -
33404400，400 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明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11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1GMX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媛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12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343787，声明作废。

◆吴宪邦遗失安全生产考核 B
证,证号:湘建安 B(2015)100002
9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艾泽堂艾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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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芳，电话 13974950948

遗失声明
长沙德通路桥材料贸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7903464195） 遗失
公司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合兴电器经营部遗失郴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6
月 24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10006002883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贝诺铭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开发票税控盘，编号 :004010
030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蒋氏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5 月 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0000197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第三空间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1年 2月 2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31010000097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恒铭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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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柔辉，电话 13007427245

遗失声明
益阳市中复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车架号 LVAV2PAB4HE
266040；合格证编号WAG1X
2903781668；发动机号 Q1703
40015D；印刷号 V5326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雷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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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宇，电话 13637331105

◆谭智恬（父亲:谭嘉雄，母亲:彭秋
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K4309738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核地机械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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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杰，电话 13755003806

注销公告
长沙盛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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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国方，电话 13908489572

遗失声明
长沙华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2年 11月 1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 册 号 430105000086259；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430105055849175；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55849175；声明作废。

◆刘颖洁（父亲:刘宁，母亲:彭
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055279，声明作废。

◆朱浩宇（父亲:代恒丰，母亲:朱灵
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J430936225，声明作废。

◆文勰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922
199108178168，声明作废。

◆王沐阳（父亲：刘高峰，母亲：
王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9733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紫玲遗失沅江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年 5月 4 日核发 4309
81600204587的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飞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县货运管理所 2014年 1 月 17
日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证号 :湘交运管许可长
字 430121010047号，声明作废。

◆赵益宇遗失医师资格证，编号
200943110430521197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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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办国家级重点技工学
校。 学校现有建筑工程、工程造
价、建筑装饰装潢、建筑设备安
装、焊接加工、水电安装、工程
机械设备运用与维修等 10 多
个专业，面向应、往届初、高中
学生开设中级技工、 高级技工
和预备技师班， 就业率 100%，
愿意深造的学生可以按规定参
加单招或对口高考。 农村（含县
镇） 户口学生前三年入学即减
免学费 3200元。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招生

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古
堆山巷 11号
联系电话;0731-82920911
网址：www.hnjzgjjx.com

招聘启事
根据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核准的长沙市交通行政执
法局聘用编外合同制人员计划
数，我单位现面向社会招聘交通
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编制外）16
名，有意者请登录长沙市交通行
政执法局门户网站查看详细公告。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年 7月 7日

遗失声明
慈利县金星台冰糖橙专业合作
社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1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21NA
000078X；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4 年 1 月 22 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0908
8640-6，慈利县国家税务局 20
14年 1月 23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0821090886
406；声明作废。

近日， 湖南新三板企业咖啡
之翼发布公告称， 公司已于6�月
28日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根
据有关规定，经过申请，公司股票
自7月4�日开市时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称股转
公司）恢复转让。

在此之前， 咖啡之翼因为未
能按时公布年报而面临被摘牌的
风险，而随着年报的披露，摘牌风
险也随之解除。然而，据统计，截
至6月30日，共有108家公司未能
按照规定时间披露2016年年度
报告， 股转公司应终止上述公司
股票挂牌，其中18家公司于7月3
日被强制摘牌。

咖啡之翼险遭摘牌

今年6月20日，咖啡之翼发布
公告称， 公司未能在2017年4月
30日之前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
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2日开市
起暂停转让。

在停牌期间，有媒体揣测称，
公司或因为亏损严重导致无法完
成审计， 而再三延迟披露。5月23
日， 咖啡之翼原财务总监蒋珏英
递交了辞职报告。5月25日， 咖啡
之翼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 任命冉庆九为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在年报披露的节骨眼儿上财

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发生变动
没多久，咖啡之翼又在6月12日
公告宣布， 为了更好地推进审
计工作的开展， 决定更换会计
师事务所， 拟聘请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6年年度审计机构， 负责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挂牌第一年业绩变脸

最终，公司在6月28日压哨
公布了2016年年报。 咖啡之翼
2016年实现营收6339.87万元，
比上年同期微降2.08%，营收规
模与前两年相当， 而净利润却
亏损546.55万元，同比盈转亏，
上年同期为盈利950.50万元。

据了解，创立16年后，咖啡之
翼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峰带着咖啡
之翼进军资本市场。著名主持人何
炅、58公司总裁兼CEO姚劲波、聚
美优品创始人兼CEO陈欧、真格基
金、真顺基金、鲁证新天使等知名
股东使咖啡之翼自带话题属性，从
2016年11月30日提交挂牌申请材
料到今年3月24日以“中国咖啡轻
餐行业第一股”的身份正式在新三
板挂牌转让，咖啡之翼迈入资本市
场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

然而， 在新三板挂牌头一年，
咖啡之翼就因为无法按时发布年
报而面临摘牌，这着实让投资者难
以理解。不过，现如今已公布年报，
摘牌风险总算是解除了。

■记者 黄文成

年报一度“难产”，咖啡之翼险被摘牌
年报披露交“白卷”，今年新三板108家挂牌公司将终止挂牌

在咖啡之翼解除摘牌风
险的同时，因未披露2016年
年报， 新三板108家挂牌公
司将终止挂牌，其中的18家
在7月3日已被强制摘牌。另
外，Choice数据显示， 今年
上半年有160家挂牌企业主
动退市， 远高于以往。2014
年、2015年、2016年退市的

挂牌企业15家、12家、56家。
针对如此多企业选择主

动摘牌，股转公司表示，对于
此前已提交终止挂牌申请的，
将在完成审查后摘牌；对于涉
嫌存在违规及其他待核实事
项的公司，将在相关事项处理
完毕后， 再启动终止挂牌程
序。

对于新三板企业主动摘
牌的现象大量增加，业内人士
也是表示，主要原因还在于新
三板越来越受制于流动性困
境，交投日益清淡。很多企业
无法融资，也没能借助资本市
场力量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所
以很多企业萌生退意。

有数据显示，有6318家挂
牌企业最近一年以来没有任
何交易，其中5942家挂牌企业
从上市首日以来，从未有过交
易。如咖啡之翼，今年3月份挂
牌，至今未成交一笔。

与A股上市公司不同，新
三板企业挂牌后，他们的融资
渠道往往是通过定增来实现
的。然而，如果企业无法实现融

资， 那么企业就难以承受每年因
财务审计带来的成本， 甚至会直
接抵消掉全年的净利润。

据业内人士估算，新三板企业
每年直接成本， 包括监管年费2万
元-5万元， 审计费用5万元-30万
元（多数在10万元-15万元）、券商
督导费用10万元-20万元， 个别券
商要价30万元-50万元。 审计和持
续督导费用近几年涨幅很大。另外
隐性成本更大，主要是财务规范后
的税负和五险一金大幅增加。

如果单从监管年费、审计费
用、券商督导费用来计算，最高
的成本可能达到100万元， 而这
对于一些盈利情况本来就不好
的新三板企业来说，无疑是笔巨
大的支出。

上半年160家企业主动退市

无法实现融资，已成新三板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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