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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出租
长沙左家塘华天望族苑内
有一室一厅出租， 已装修，
家电、家具设施齐全。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炎林炊烟山庄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4300
164320，号码：20009514，23
194612，02172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柏蓝图中西融合
餐厅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4300154320，号码 048624
23；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0
3757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智慧果香江锦城
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
43010505802649XR) 遗失原长
沙市开福区麻园岭幼儿园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信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4 年 3 月 25 日核发注册
号 430121000082856 的营业执
照正、 副本和代码 09573224-6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妙科电子产品商
行于 2017年 6月 30日遗失由长
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3062319921019
0016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长沙福顺网络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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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良，电话 18173175542

注销公告
耒阳市红果树餐饮连锁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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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波 13873445295

注销公告
蓝山县建军烟叶生产专业合作
社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黄建军 13874676557

注销公告
蓝山通利木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
权。 联系人：赵国辉 13728785918

遗失声明
龙娇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6 年 10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12026004897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域茶业有限公司遗失条
码证书，厂商识别代码：6957
47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北路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月湖小区
一期 21 栋 1单元 202 房。
联系人:周青,电话 13637488298

◆吴思彤（父亲：吴志坚，母亲：
谢红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979715，声明作废。

◆谭夏宜（父亲：谭金林，母亲：
唐沙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15428，声明作废。

◆谭佳佳（父亲：谭社荣，母亲：
谭剑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4512，声明作废。

◆刘卓宁（父亲：刘颖，母亲：
唐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195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山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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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电话 18973190700

注销公告
株洲县琛旺油茶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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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梅，电话 15675389513

注销公告
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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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艺，电话 13907410123

遗失声明
长沙贵强冶金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不慎将长沙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全部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
1210944672251，声明作废。

◆王沛垠，43010219841115051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瑞利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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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芳 电话:13508478618

◆杨亮（父亲：刘传艳，母亲：
杨子诺）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1150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三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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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军，电话 13687320011

◆周中亚、黄金艳遗失湘潭县
易俗河同丰广场潭房预湘潭
县字第 00017349 号房屋预告
登记证,声明作废。

◆朱彩于遗失湘潭县易俗河同丰
广场潭房预湘潭县字第 00018907
号房屋预告登记证,声明作废。

◆李定坤、 王宏章遗失湘潭
县易俗河同丰广场潭房预湘
潭县字第 00017391 号房屋
预告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祥诚通信商行
（注册号：430105600555852）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双舟医药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62160，发票号码：
0089778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阴县金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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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电话 13874020679

◆胡丽莹（父亲：胡葵文，母亲：
刘晓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459351，声明作废。

◆吴翊晗（父亲：吴亮，母亲：李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189111，声明作废。

◆李雨轩（父亲：李伟，母亲：朱
婷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00175，声明作废。

◆伍梦琪（父亲：伍冬利，母亲：
蒋晶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69314，声明作废。

◆彭璨（父亲：彭和平，母亲：尹
艳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1125，声明作废。

◆张文熙（父亲：张建，母亲：董
连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51748，声明作废。

◆谭丁香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843020986，声明作废。

◆蒋康豪（父亲：蒋石龙，母亲：
王敏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7118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兴发生态养殖场
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
向投资人申报债权。 联系人：
周波，电话：17773134659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朝辉生态农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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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朝晖 13974962319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文源生态农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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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征辉 18711049482

◆周伊汶（父亲：周辉文，母亲：
谭复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74413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全意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于 2017 年 7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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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贺君，电话 15099999253

注销公告
张家界皇和装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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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杰，电话 13327245801

遗失声明
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桂阳原
种猪场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桂阳
支行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G1443102100015600U，声明作废。

◆肖紫璇(父亲:肖春华,母亲:
房春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K43082242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湘运富实摩托车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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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红纲，电话 13337395458

注销公告
隆回家宝家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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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清求，电话 13975906868

◆周圣融(父亲:周作平,母亲:
邓孟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F4305792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家家润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汝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31026000011065，声明作废。

◆王鑫宇(父亲:王桥飞,母亲:
李双)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028924,声明作废。

◆罗平湘遗失车牌号湘 A9UN02
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运管
长字 43012420118，声明作废。

◆ 汤 杏 桃（43240119670619
5047）遗失座落于长沙市开福
区一路吉祥 28 号商住楼-109
号的权证号为 708083174 的
房产证，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7年 7 月 17日湖南惠轩
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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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
系人:胡道人,电话 18975839999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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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魔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正
本提单三份，提单号 MGBCN1
75134450，船名及航次号 BAS
LE EXPRESS V.020W，收货人
DEKORA IMPORT S.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团结瑶族乡瑶王蜂养蜂
专业合作社遗失资兴市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1081NA000057X； 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0815910092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怡天生态健康产业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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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福 13017394888

注销公告
蓝山县秀才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经投资人决定拟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彭俊秀，电话 13974674121

注销公告
长沙壹点壹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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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珑，
联系电话：18142607883

注销公告
花垣县天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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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梅仙，电话 13508431578

公司减资公告
湖南大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从伍佰万
元减至壹佰万元 ，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各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联系人，秦艺萍 18673097137

韩国政府部门和汽车行
业16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 韩国和美国签署的自由
贸易协定生效后， 美国去年
取消了对韩国汽车征收的关
税， 但韩国出口到美国的汽
车数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
出现下跌的情况。

分析报告显示， 美国在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对韩
国汽车的关税维持在2.5%。
这期间， 韩国对美国汽车出
口量和出口额分别增长了
81.3%和100.3%。

然而， 到了2016年美国

彻底取消对韩国汽车的关税
后， 韩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
量比上一年减少了9.5%。

本月12日， 美国政府正式
向韩国提出重新商讨和修改美
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 美方
认为，自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对
韩国货物贸易逆差增加了一
倍，从132亿美元（约合894亿元
人民币） 增加到 276亿美元
（1870亿元人民币），美国“吃了
亏”。对此，韩国政府方面坚称，
协定是互惠的。韩国分析人士则
认为，美方提出“要价单”，无异
是在“敲竹杠”。 ■据新华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
因连曝丑闻， 近期民意支持
率连续下跌， 降为29.9%，进
入可能下台的“危险水域”。
内阁支持率如果跌破20%，
就陷入“下台水域”。对此，安
倍计划在8月初大幅改组内
阁，更换过半数阁僚，以期挽
回国民信任。

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一些
人士16日对安倍在人事方面
的做法表示质疑，称其在人事
任用上只喜欢“三种人”———
朋友、想法一致的人和只会说
“是”的人。 ■据新华社

美国《华盛顿邮报》16日以
未具名美国情报部门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 在阿联酋政府策划
下，黑客于5月下旬入侵卡塔尔
通讯社的网站和推特账号，发
布虚假消息， 包括杜撰卡塔尔
埃米尔（国家元首）的讲话。

这段涉及地区政治的讲话
发布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
数个阿拉伯国家反应强烈，后
于6月初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阿联酋驻美国大使16日发
表声明称，上述报道不实，阿联
酋未参与报道所述黑客袭击。

美媒披露断交风波幕后黑手

《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
情报部门“最新分析”的情报
证实， 阿联酋政府高级官员5
月23日讨论了对卡塔尔通讯
社发起黑客袭击的计划和具
体实施步骤。

报道说， 美政府官员上周
便知悉这一结论， 但尚不清楚
具体是哪方实施了黑客袭击。

5月24日凌晨， 卡塔尔通
讯社旗下网站播发据称是卡
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出席一个
军事院校毕业典礼时的讲话。
塔米姆在讲话中支持伊朗和
巴勒斯坦哈马斯。

卡塔尔政府当天发表声明

说， 卡塔尔通讯社的网站和推特
账号遭黑客攻击， 其播发的塔米
姆讲话等报道系杜撰， 但海湾国
家并不“买账”，“假声明”引发沙
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与卡
塔尔的断交风波。

阿联酋否认参与黑客袭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上月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
一个调查组前往卡塔尔首都多
哈， 协助卡政府调查卡塔尔通讯
社遭黑客攻击一事。只不过，美国
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等情报
机构16日拒绝对《华盛顿邮报》的
报道发表评论。

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优素福·奥
泰巴16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称
《华盛顿邮报》报道不实，同时指
责卡塔尔破坏地区安全。

声明说， 阿联酋不曾参与报
道中所述针对卡塔尔的黑客攻
击。“卡塔尔方面的行为是真实
的，（卡塔尔）资助、支持、帮助塔
利班、哈马斯等组织的极端分子，
煽动暴力行为、鼓励激进主义，破
坏邻国稳定。”

回应这篇报道时， 卡塔尔驻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 一些源自
“围攻国”的手机被用来发动对卡
塔尔通讯社的黑客袭击，“卡塔尔
有证据”。 ■据新华社

断交风波导火索谁引爆？美媒披露幕后黑手

阿联酋被指策划假新闻让卡塔尔背锅

关税归零后
韩国汽车出口美国不增反降

支持率暴跌
安倍“危险了”

7月16日，选民在刚果（布）
布拉柴维尔的投票站内投票。刚
果（布）16日举行国民议会和地
方选举。据刚果（布）全国选举委
员会消息，全国超过5000个投票
站当地时间16日7时至18时对选
民开放。

新华社 图

刚果（布）举行
国民议会和地方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