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
的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在南昌发布， 泰康连续第14
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排名
第127位，位列中国服务业企
业500强第58位。

2017中国企业500强的
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60万
亿元， 达到了64.00万亿元，相
当于去年我国GDP总额的
86%。榜单上，营业收入超过

1000亿元的共有157家，较上年
增加5家，继续扩容。此次排行入
围门槛为283.11亿元， 较上年
500强大幅提高了39.65亿元。

泰康成立于1996年，是一
家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
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务集
团。成立21年来，泰康累计服
务客户规模已达1.85亿， 累计
理赔金额258亿元， 管理资产
超11000亿元。

■潘显璇 王志平

9月11日上午， 由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指导，平安人
寿湖南分公司主办的2017湖
南平安爱心支教活动正式启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志愿
者相约来到郴州市桂东县寨
前希望小学，实现与孩子们的
约定。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相

关人员介绍，此次支教还给学
校搭建了远程支教平台，今年
1月， 湖南平安人寿联合幕天
公益推出了“幕天捐书”公益
项目， 打造线上书籍捐赠平
台，并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在全省开展千场公益
社区行活动，让更多好书流转
到乡村。 ■汤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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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花垣龙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花垣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5786025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西子湖保健养生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4年 4月 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
0105000114902；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私章（罗天桂）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名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4年 4月 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500
011429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金杰瑞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杰，电话 13387300410

遗失声明
长沙韵嘉快递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1 份）第二
联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713
20，发票号码 275986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威华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4300171320，
发票号码：NO：21067492，金
额：288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梦想天南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己作废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七份，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03773156-
03773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蜜意甜心餐饮文化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号
码 09785340-09785341，声明作废。

◆郑威遗失 2015 年 12 月 16 日由
浏阳妇幼保健院签发的何艺馨出生
证，编号 P430445898，声明作废。

◆伍泓霖（父亲: 伍声文 ，母亲:
韩娟）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09142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汤姆家汉堡店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永定分局 2017 年 8 月 3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30802MA4M2J
MX7C，声明作废。

◆廖思怡（父亲：廖重阳，母亲：
龙天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199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牛角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遗失湖南省蓝山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0749566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白云水玻璃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湘潭县地方税务局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核发的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为 430
321563537864；另遗失由湘潭
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为：43032156353
7864；声明作废。

◆汪佳欣(父亲:汪利全,母亲:陈
常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0188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鸿客徕酒家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12097612，声明作废。

◆湖南省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杨雅莉遗失毕业证，证号：115291
200106006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万胜采石场遗失隆回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3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524MA4L15RW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雷东京采石场遗失永顺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4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3127MA4LET455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锐雕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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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送云,电话：18075174481

遗失声明
蓝山县昌宏水稻种植农场遗失
蓝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2 月 2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000
006743 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06821
4224，声明作废。

◆李华遗失湖南农业大学东方
科技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大
学毕业证，证号 1265 3120 1005
0016 98，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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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胜华 430111197802210031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佳业化工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1
份）第二联：发票联，发票代
码 4300151320，发票号码 0509
28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县白云水玻璃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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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浩然,电话：13973200434

◆周志涛（父亲: 周建 ，母亲:彭
中花）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81844 ，声明作废。

◆蒋雅瑄（父亲：蒋民辉，母亲：
许小青）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005947，声明作废。

◆周艳玲（父亲：周江，母亲：刘
媛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38900，声明作废。

◆张赫昀遗失数控车工(国
家三级)，证号：1518061091
300109，声明作废。

◆刘四美遗失高级公共营养师
证，证书编号 1518000000305211，
声明作废。

◆吴俊锋,男,身份证号:4325241
98905198338 遗失初级食品检
验工证 ,证书编号 :1518001052
500393,声明作废。

◆郭俊汐遗失湖南商学院
毕业证，证号 10554120170
5002953，声明作废。

◆张怡娜（父亲：张凡，母亲：周海
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342761，声明作废。

◆吴锐洋（父亲：吴轶鹏，母亲：王
洁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933929，声明作废。

◆胡俊熙（父亲：胡坤，母亲：刘
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03862，声明作废。

◆高涵倩（父亲：高正球，母亲：范
芳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997796，声明作废。

■记者 黄文成

9月9日， 工信部副部长辛
国斌表示， 我国已启动传统能
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这
意味着新能源汽车有望逐渐取
代传统能源汽车， 并成为主要
交通工具。

受上述消息刺激，11日，充
电桩、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特
斯拉领涨两市， 涨幅均超过
3%。其中，充电桩概念股多达
10股涨停， 锂电池概念股多达
15股涨停。

传统能源汽车停产停售
提上日程

9日，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
的2017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
达）国际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表示， 当前全球汽车产
业正加速向智能化、 电动化的
方向转变， 为抢占新一轮制高
点，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机遇，
我国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
售时间表研究。

近期， 全国各地相继出台
了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
见》提到，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
在公交、出租、公务、环卫、邮
政、 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规
模化、商业化应用。

湖南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方面也采取了系列措施。今
年9月8日， 湖南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组织召开省直单位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部署会议。
为充分发挥党政机关推广新能
源汽车的示范带动作用， 今年
底前， 省直单位及其他公共机
构将建设一大批充电桩， 并启
动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

纯电动物流车正迎风口

随着网购的风行， 物流的
更新换代也在加速推动。 由于
传统燃油车给城市带来了环境
污染， 所以纯电动物流车逐渐
成为政府大力推广的一种新型

交通工具。
今年5月阿里发布“ACE”

计划，在5年内向市场投放百万
辆智慧物流车。 特斯拉也宣布
将在9月28日，推出纯电动中重
型卡车“Tesla�Semi”。

今年以来， 车企在新能源
物流车领域的布局从未间断。5
月份，江特电机公告称，全资子
公司九龙汽车与珠海银隆全资
子公司广通汽车签订26.55亿
元的采购合同， 自采购合同签
署之日起的一年内， 广通汽车
拟采购九龙汽车生产的纯电动
艾菲汽车和4.9米艾菲厢式物
流车。之后，一微新能源与江淮
汽车就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签
订了独家运营渠道商合作协
议， 并签署了2017年度车辆采
购意向合同书， 计划采购5000
台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

A股相关板块出现涨停潮

统计数据显示，沪深两市
共计有141只新能源汽车概念
股，除上述涉及新能源汽车业
务的上市公司外，还有诸多从
事充电、电动系统以及电池组
相关的上市公司。从这些公司
半年报来看，绝大多数均实现
盈利， 仅有8家出现不同程度
亏损。

9月11日，新能源汽车相关
板块出现涨停潮， 多达25股涨
停。充电桩、锂电池、新能源汽
车、特斯拉、汽车整车等概念股
成为市场领涨主流板块。 其中
充电桩概念板块涨幅高达
4.83%、锂电池概念板块涨幅超
过8%。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 我国
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突破50万辆， 累计推广超过
100万辆，占全球的50%。根据
“十三五”规划，至2020年，我国
新能源车年产销量要达到500
万辆。

华泰证券也认为， 新能源
汽车销量将在政策支持下进一
步回暖， 相关主题或将迎来机
遇期。

我国已启动传统能源车停产停售时间表研究，概念个股闻风而动

新能源车概念股井喷，有“锂”大涨

11日，A股市场继续放量走
高，深证成指突破11000点大关。

当日， 上证综指以3365.35点
开盘， 早盘冲高回落午后震荡攀
升，最终收报3376.42点，较前一交
易日涨11.18点，涨幅为0.33%。

深证成指收报11053.73点，涨
82.96点，涨幅为0.76%。

创业板指数涨 0.59%后 以
1896.38点报收。 中小板指数报
7537.53点，涨幅为1.19%。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
涨品种总数为2258只， 下跌品种
总数为846只。不计算ST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逾6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 锂电池、储
能、小金属涨幅居前，涨幅在3.5%
以上。保险、联通混改、通信网络
跌幅居前，跌幅均在1%以上。

沪深两市成交量继续维持高
位， 分别成交2568亿元和3329亿
元，总额接近5900亿元。

■据新华社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
启动爱心支教活动

泰康连续14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看收盘

A股放量走高， 深证成指
突破11000点大关

新能源车指数日K线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