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贩子”传闻澄清：系15岁少年玩闹
长沙警方：该少年存在智力障碍，请市民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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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袁草亮-汝城县井坡乡井坡圩
遗失汝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4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102660
00574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星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MA4LKRK2XY,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40107901,开户银行为
长沙招商银行马王堆路支
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环宇药业有限公司临湘分
公司遗失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68200
00123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元区爱丽丝美容店（注册号
430211600132408）遗失公章、
财务章各一枚；遗失华融湘江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
20004288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城区三改四化工程指挥
部资金调度组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常德市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码：L558
00001323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药王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三份，
发票代码 4300103620，号码
03002353-030023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高能电器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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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
人：李湘平，电话 15111695136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申旺家庭农场遗失冷
水江市工商局 2015 年 7 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381600137966； 遗 失 地 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地湘
税字 43250219900807831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绿林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2MA4L2
YG41M）遗失刘磊（法人代表）
私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耀农农机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程武,电话 13907497987

注销公告
湖南磁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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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电话：13787192961

遗失声明
湖南华能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不
慎将湖南华能电气制造有限公
司长韶娄高速公路电力工程
项目部临时开户许可证丢失，
账号:431630000018160097286，
核准号：J5530000578505,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鹏达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联系人：
曾润初，电话 13787618202

注销公告
湖南江果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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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疆，电话 13823146172

遗失声明
周松林遗失慈利县国家税务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号：43082119640818771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鸿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21106220560X）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4300122620，发票
号码：016072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21MA4M
22FQ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西渡惠民副食商行遗失
衡阳县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042119750
314275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尚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24066701。 开户银
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东塘支行雨花亭分
理处，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源胜矿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 2014 年 7 月 24 日由郴州市北
湖区税务局核发的证号为 43
1002396744208 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和 2014 年 7 月 22 日由郴
州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核
发的代码为 39674420 -8 的代
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六翼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11 月 7 日核发的证号为 G104
30111027173802 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
沙银行开福支行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5510027173
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迪尚美家软装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3 月 2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
10002927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盛伟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3MA4L3Y
RT1N，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冠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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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电话 13517303692

注销公告
长沙市泰格劳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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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电话 18670779001

注销公告
涟源菲凡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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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霞菲，电话 15197839444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壹窝蜂土菜馆
(税号 43011119780221371801)
遗失金税盘,盘号：6616039366
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汉快递服务有限公司郴
州分公司遗失郴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1 月 2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
号：431000000087539；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证号：3293769
6-X；遗失纳税人识别号（地）4
3961002329376X；遗失纳税人
识别号（国）43100232937696X；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汉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娄
底分公司遗失娄底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娄星分局 2015 年 3 月
12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1302000022770，
遗失湖南娄底市娄星区地方税
务局和娄底市娄星区国家税务
局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和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
副本，税号：43130232951906X，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32951906 -X；以上证件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慧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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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康王工业园开发总公司 3 号厂房
联系人：符萍 电话：151730061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捞缘火锅店遗失
湖南增值税发票 4 份，代码 430
0172320， 号 码 02483346 -024
833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奥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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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福，电话 15515117555

注销公告
长沙同益暖通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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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铁军，电话 13907490003

注销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招待所五一路分所经主管部
门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
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骆乐，电
话：13787160682

遗失声明
攸县酒埠江镇红杏校园商店
遗失攸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8 月 2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223600243510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乐动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税号 9143010205803921
5W）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
发票号码 13794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卓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4 年 5 月 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111000224434; 遗 失 长 沙 市
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5 月
30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湘国税登字 430111
094463769;遗失长沙市雨花区
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地税湘字 430
111094463769;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号 :09
446376-9;遗失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 2014 年 4 月 4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3762101，机构信用代
码 证 ， 代 码 :G1043011102376
210N;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编号:015484
68;进出口企业代码 :4300094
463769;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
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登记
编 码 :4301966730， 法 定 代 表
人:刘强，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
共和国长沙海关，注册登记日
期:2014年 4月 22日，声明作废。

本人自有长沙湘江世纪城
融江苑两室一厅电梯房出
售，两证齐，精装修，家具家
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精装房出售

联系：1387586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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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汝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民乐
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3
10263414794437）遗失公章 、法
人章（颜会生）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花千树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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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玲俐，电话：15367195386

注销公告
湖南陪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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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伏，电话 13007483544

注销公告
郴州新启点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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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桃荣，电话 13487520680

注销公告
临武县龙游洞渔业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蒋苟洪 13762557406

遗失声明
长沙小铝匠门窗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4 年 4 月 18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400
0093494；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09860594-7；以
上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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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2日讯 竞价37轮，3.94亿
元成交！今日，长沙县一商住用地被长
沙君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

据长沙县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显示，[2017]经网挂17号地块东临黄兴
大道，南临映霞路，西临东七线，北临泉
塘安置区用地。起拍价为12002万元，起
始楼面价为 924元 /㎡ ， 出让面积
30913.05㎡，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商住
比2∶8，产品预计以住宅为主，商业以裙
楼、底商为主。

其实早在5月26日， 该宗商住用地
就已经过85轮竞价，被长沙瑞西合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35597万元竞得。
不过7月7日，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向长沙
瑞西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了
关于《长沙县国土网挂系统司法鉴定结
果》的告知函。函件内容称，此次竞拍，
因发生了网络入侵造成系统不能正常
运行的情况，已经被停止挂牌。直到8月
31日，才恢复挂牌。

时隔三月，该地重新挂牌，身价也
直涨了3803万元。不过，与上次竞拍相
比， 此次增加对竞买申请人的资格要
求，本次现场交易的竞买人限定为2017
年5月26日16时前， 在长沙县国土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已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 ■记者 卜岚

今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民警
介绍，接到报警后警方立马展
开调查，并将视频中的男子带
到派出所调查。

经调查， 当日15时许，的
确有一名黑衣男子在小区内
出现，并与多名小孩搭讪，形迹
可疑。9月11日晚上， 警方根据
线索， 找到当事黑衣男子史某
某（15岁，事发地附近某小区居
民），并将史某某及其监护人一
同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查，史某某存在智力障
碍，他透露，事发当天自己只
是在小区内寻找一个玩伴。史
某某称，当时童童大叫自己也
慌了神， 就上前去不让他大
喊。

目前，派出所已对史某某
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家人
加强监护。警方介绍，近期开
福区并未发生儿童被拐的案
件，请市民群众不信谣、不传
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
秩序。

■记者张浩通讯员张铁山

本报9月12日讯 9月9
日下午，一名骑单车的男子
来到长沙市开福区美利新
世界小区，盯上了一名在外
面逗留的6岁男童， 并捂住
其嘴巴。这一幕，被小区居
民及时发现，男子趁机离开
小区。

“有人贩子偷小孩。”一

时间，在附近小区传得沸沸
扬扬。在开福区的多个小区
的电梯间， 甚至出现了业主
“敬告通知”，称近日万国城、
洪山家园等多个小区出现人
贩子偷小孩的事情， 并附上
了一张“人贩子”的截图。

今天上午，记者从开福
警方了解到， 经过昼夜寻
找，视频中的男子已经被带
到派出所调查。

据目击者透露，9月9日
下午3点半， 在长沙市开福
区的美利新世界小区， 一名
男子骑着一辆黄色自行车，
先是与两名女童搭讪， 说要
带女童去玩游戏。 两名女童
感到很害怕， 立马躲进了附
近居民的家里。 然而这名男
子竟然跟了上去， 还不停敲
门。

随后， 这名男子又盯上
了独自玩耍的6岁男孩童
童，称要带他去停车场玩，并
且捂住了童童的嘴巴。 李娭
毑发现后当场喝止，“他吓得

赶忙逃跑了。”李娭毑告诉记
者，她和男孩童童家是对门，
当天她正好要出门， 恰巧碰
见有陌生男子捂住童童的嘴
巴，立即挺身制止。该男子吓
得赶忙逃跑了。

业主们通过调看监控发
现， 这名男子在小区转悠了
很久。

随后， 小区出现人贩子
的传闻在业主群散播。 紧接
着， 小区物业也在小区多处
地方张贴了黑衣男子的照
片， 提醒业主发现男子后及
时报警。

激战37轮！3.94亿成交
长沙县一商住用地定主

男子实为15岁少年，存在智力障碍B
人贩子捂嘴抢小孩？小区出现“通缉令”A 视频监控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