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应

共享经济开创了互联网经济的
新业态，在重塑一些传统产业格局的
同时， 也带热了诸多传统产业的发
展，为湖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共享单车最具技术含量的物件
是物联锁，众海汇智（长沙）智能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今年5月开始为酷

骑单车生产物联锁， 迄今为止产量
已达50万把。“目前已有瞄准共享轮
椅、 共享拐杖的共享医疗企业与公
司来洽谈合作，为其生产物联锁。”众
海汇智（长沙）公司总经理王佳强告
诉记者。部分共享单车的轮胎，也是
湖南企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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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麻阳爱上她他美食城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430017
1320，号码 08972008，声明作废。

������为进一步优化路面通行秩
序，有效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营造良好的通行环境，保障
司乘人员的人身、 财产安全，湖
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衡阳
支队结合辖区实际，决定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起开展超速违法专
项整治行动, 全面开启辖区固定
和移动测速设备，对超速等违法
进行严厉打击。

衡阳高速公路辖区路段限速情况：
1、G4 京港澳高速衡阳段全

路段限速 120Km/h；
2、S61 岳临高速衡阳段全路

段限速 120Km/h；
3、G72 泉南高速 (786km-

865km+400m)限速值为 120Km/
h；G72 泉南高速(722km+144m-
770km) 限速值为 100Km/h；

4、S80 衡邵高速衡阳段全路
段限速 100Km/h；

5、S51 南岳高速衡阳段全路
段限速 120Km/h；

6、S51-01南岳高速复线全路
段限速 120Km/h；

7、S78 南岳高速东沿线全路
段限速 100Km/h；

8、S71 娄衡高速衡阳段全路
段限速 100Km/h；

9、辖区隧道路段限速 80Km/h。
请广大驾驶人严格按照路面

限速标志标明的限速值行驶，文
明驾驶、平安出行。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衡阳支队

2017年 9 月 21日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
衡阳支队关于开展超速违法

专项整治行动的公告

注销公告
湖南梦之夏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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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博，电话 1807323765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绿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19 日股东会议决议
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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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君，电话：13487576700

注销公告
涟源市五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谢合兵，电话：15874150333

遗失声明
新宁县金玉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新
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 43052800000921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新宁县三星加油站经投资人决
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来资本 16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350 万元人民币。 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投资
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
公告。 联系人：许育红 13357397795

减资公告
隆回县新肖家牧场发展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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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贵 13381139692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9 月 18 日株洲昆仑
工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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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宾蔚 13975366789

株洲昆仑工贸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海睿广告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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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谦，电话 15197751035

注销公告
长沙普诺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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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昊，电话 1387586167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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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卫，电话 18073193491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滨江北路贺眼镜
虾店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 12 张，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号码 11682461，11682213，1168
2217，11682225，11682236，1168
2244，11682168，11682186，1168
2209，11682325，04851478，1168
24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硕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3 年 2 月 18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03000118841
营业执照副本，税号为 430103
062220842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代码为 062220842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林冠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4 年 3 月 11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03000140966
营业执照副本，税号为 430103
095016661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代码为 095016661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卓众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3 年 4 月 1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111000184683 营业执照
副本， 税号为 43011106423720X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代码为
06423720X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朗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6 年 5 月 31 日核
发统一信用代码为 9143010309
0480019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乡市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湘乡市昆仑桥办事
处东山南路 42 号,联系人:李新
民,电话 13907321216。

遗失声明
湘乡市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东山
路分店遗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年 5月 22日换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381000
0049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家用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湘乡市工商局 2011年 5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303810000048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城区园中园烟酒行遗失怀化
市鹤城区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11
月 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 号 43052419890319714501;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
4300171320,发票号码 :25978
529、259785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泡泡童装店遗失长沙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为：92430121
MA4M3QHXX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泰松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4 年 12 月 29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11000285209营
业执照副本，税号为 430111
325680024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代码为 325680024 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漆威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5 年 1 月 28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11000289929
营业执照副本，税号为 430111
329384177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代码为 329384177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朗锐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4 年 4 月 17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11000235025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税 号 为
430111098517277 号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代码为 098517277 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惠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2年 9月 24 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0103000112377 营
业执照副本，税号为 430103
05388388X 号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代码为 05388388X 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镇贝蒂服
装店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301226001269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雅乐艺术团遗失
民政字第 14078号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附城乡长安村长兴生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会
议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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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范超林，电话：13637358831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开心网吧遗失岳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云溪分局
2009 年 5 月 4 日核发的《个人
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6030000036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永湘村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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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炜 电话：13787007108

注销公告
长沙荣宇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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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萼荣，18373115288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英雄世界网络会
所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湖分局 2011 年 6 月 9 日核
发注册号 430302000004426 营
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国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430302630127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菜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2 份，代码 4300171320，号码
26984915、269849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环池汽车经营部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4301
11MA4M4GX696）不 慎 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43
010319820824100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食上景园酒楼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张（发票联），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
码 095523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汇丰祥劳务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攸县分公司遗失攸县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4 年 3 月 6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
22339756580X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遗失攸县地方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22339756580X 遗失公章 ，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玖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4D
DF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胤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2-1，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67
556202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团头湖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 2016 年 12 月 27 日
颁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37917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奕为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茶
陵县地方税务局 2015 年 5 月 8 日
核发的税务证副本，税号 4302
2433853056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保罗墙纸销售店遗
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核发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
0301600035507；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一家粉面馆遗失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
局 2014 年 9 月 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160
0040207；特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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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眼中的新词汇

共享经济：带来新生活，注入新动力
已渗透到长沙市民生活的诸多方面 湖南地区目前有滴滴专职司机10万
名
词
解
释

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资源，通过
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
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

出行有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闲置的房屋可
以按天租给游客……遍地开花的共享经济不断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众多创业者，也带动了大批人
就业，给传统产业注入了新动力。 ■记者 潘显璇

共享经济

“平时经常骑共享单
车， 绿色出行挺好的。”9月
17日，长沙市民陈果参加了
ofo组织的“国民骑行日”活
动。当天，ofo在长沙等16个
城市开展了全民骑行聚趴
节。“917，就要骑”，今年的9
月17日，共享单车行业创造
了 一 个 属 于 他 们 的 节
日———骑行日，倡导以骑行
替代开车， 让骑行再次流
行。

“共享经济已经渗透到
了长沙市民生活的诸多方

面。 出门打车可以叫网约
车，不用在路边碰运气等出
租车，如果不赶时间选择拼
车，价格实惠，也更节省社
会资源；想要开车，借辆新
能源共享汽车出行，既方便
又环保；逛商场时手机电量
不够，扫码借个共享充电宝
即可，2块钱能用上一天；平
时不住的房子，可以装修一
番后改成民宿，挂在短租平
台上对外出租；突然遇上下
雨，路边的共享雨伞，扫一
扫就能带走等等。

共享经济渗透生活诸多领域 今年2月，长沙首批共享新能源
汽车———位位用车投放市场， 公司
创始人、CEO名叫蔡兴，是个长沙伢
子。他说：“共享经济兴起后，我们希
望更多的人能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
的环保和便捷。”而在7月，长沙又出

现了共享雨伞“有把伞”，这是长沙
首个有桩共享雨伞项目。“有把伞”
的创始人刘力武也是湖南人， 在他
看来， 共享雨伞的目的是让市民实
现轻装出行， 碰到不可预计的大雨
能就近借到雨伞。

44岁的长沙市民彭光
辉于2014年底加入神州专
车，勤奋和努力让他的业绩
经常排在长沙地区首位。此
前，彭光辉在一家公司做工
程，虽然收入颇丰，但经常
要应酬。“当上神州专车司
机后，多劳多得，而且没应
酬，生活方式健康了很多。”
彭光辉表示，健谈的他还跟
不少乘客成为了朋友。

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吴
超是摩拜单车长沙地区的一
名共享单车运营专员。“我们
每天会对车辆进行调度、检
测和维护。”吴超介绍，一个
共享单车运营专员， 每天大
概要对200多辆单车进行调
度，体力活是少不了的，每天
的步行数量在3万步左右。

据了解，滴滴在湖南地
区的注册车主就有近百万，
其中专职司机约10万人，直
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有
数十万。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
的《共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
报告》显示，当前共享单车行
业共带动了10万人就业。

共享经济
带动大量就业

共享经济带热传统制造业

多家本土企业发力共享经济

共享单车使更多长沙市民选择健康环保的骑行方式出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