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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慈利县天天购物文体用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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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娟 13787977767

遗失声明
湖南味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
MA4L1LHR5U）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金桂支
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30003200101；遗失公司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明华遗失 4301040016001997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成融火锅城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
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
号码 144758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快全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7年 5月 3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MA4
LQ37J3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华生建材购销有限公司
遗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 5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305580347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野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税
号 :430111098223973) 不 慎 遗
失报盘 (用户 ID:430111098223
973-500), (设备号 :499906634
355), (用户证书序列号 :2401
0000011EB5)。 4 份作废蓝字
发票代码:4300151130,发票号
码 :01149007、01149009、01
149010、01149011 不慎遗失。
另遗失 25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电脑版),发票状态:正
常(空白票)发票代码:4300
142620,发票起始号码 :0098
7246,发票终止号码:009872
70。 遗失 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联电脑版),发票状态:正常
(空白票),发票代码:4300151
130,发票起始号码:01149018,
发票终止号码:01149030,以
上发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龙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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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孟群，电话 13807335661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决议解散公司， 为保护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
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13907405202 刘建新
华容县红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爱尚秀美发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09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2172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建三峰轮胎经营部
遗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4年 7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 4301216004149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南国绿色酒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岳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394309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希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4 年
6 月 24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00
040031 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L709
97208，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湘（潭）公特旅字第
820083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开发区金宝炒货经营部遗
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
发区分局 2016 年 6月 27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号 ：
4310016000092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菁芒创客空间文化传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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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明 13319588233

注销公告
湖南绿洁果蔬营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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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黎明，电话 13974857592

注销公告
湖南天智鼎祥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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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黎明，电话 13974857592

◆李晨(父亲：李江华，母亲：
向蓉)遗失出生证明，编号：
P430809801,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何龙飞遗失报到
证，证号 2012105362035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掌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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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良红，电话 13207356878

遗失声明
耒阳市泰源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遗失由耒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8 年 10 月 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
481000000623；另遗失耒阳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8 年 10 月
12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组代管 430481—66398
520—X，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北上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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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小红，电话 18229487319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华堂水
泥机制管厂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2年 4月 26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2600133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乡市家佳源超市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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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津湘,电话：13807320293

遗失声明
湖南和联地产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6801
1719U）遗失单位公章、合同
专用章和银行预留印鉴：财务
专用章、姜志瑜、何立红私章；
另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0426801，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G1
043010300042680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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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临澧县泉水加油站遗失临澧县
合口农村信用合作社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8400
0152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交强险 20951 到
20962，21926 到 21950；商业
险 232176 到 232187，233051
到 233075，233639，234723；
以上单证，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普通发票共 25 份；
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
码 ：10038146 到 10038160； 发
票代码 4300154320，发票号码：
04030871 到 04030880；声明作废。

◆岳阳监狱肖建如遗失警号：
4305529，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湖湘名品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普通发票四份 ,开票用
户卡一张,发票代码:1430011
10128,发票号码:00732277、
00732278、00732279、0073
22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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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恩 电话 13307314537。

◆翁祖兴遗失坐落于雨花区自然
岭路 241 号龙吉湾小区 24 号栋
107房权证号为 710240282 的房
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亿利达冶炼有限公司遗失
由耒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481000000
615；另遗失由耒阳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2007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组代
管 430481—66398518—9号，
现声明作废。

◆邓子欣(父亲：邓文强，母亲：
朱冬秀)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07190，声明作废。

◆范诗语（母亲，刘扬凤，父亲，
范仰桂）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751376，声明作废。

◆廖婧怡（母亲，陈冲连，父亲，
廖德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167540，声明作废。

多地银行升级设备
实现“刷脸取款”

近日，北京、上海等地都出
现了“刷脸取款机”， 农行、招
行、 建行等多家银行都纷纷升
级ATM设备，实现不带银行卡
也能“刷脸取款”。据悉，“刷脸
取款”这个“黑科技”采用了人
脸识别技术， 通过红外双目活
体检测， 现场比对身份证照片
完成客户身份识别， 验证客户
银行卡交易密码后即可取款。

“来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的威胁将改变‘后端办公室’，
未来5年内，银行业30%的工作
岗位将会消失。” 花旗集团前
CEO潘伟迪近日表示。

不少岗位被机器人替代
更贴近生活

实际上， 目前已经有不少
金融岗位被机器人替代。 半年
报数据显示， 五家国有大行的
网点在上半年共减少162个，基
层柜员减少达27104人。 股份
制银行的柜员人数同样出现较
大幅度减少。 中信银行的中报
表示， 减员的对象大部分来自
网点运营人员， 顺应金融科技
和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上半
年通过业务集中上收、 网点服
务配套调整等系列举措， 节约
网点运营人员1832人。

“上次办理出国签证去银
行打印了一次资金流水单，已
经一年多时间了， 后来就没去
过银行网点了。转账、信用卡还

款或者买理财产品等业务都可
以通过网银、 手机银行轻松搞
定了。”上海市民杨小姐说。

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体
验，没带钱包只带手机出门，付
款也能“畅通无阻”，支付宝、微
信钱包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崛
起， 迅速分流了传统的现金支
付、信用卡支付方式。

亿欧智库的报告认为，智
能金融将驱动金融业态不再局
限于“金融”标签，而是转变为
一种深入各场景的生活标签，
摆脱以往“高冷”的形象，变得
更贴近生活。

以往买保险可能要去保险
公司柜台或者请保险代理人，
现在花几秒钟时间动动手指在
手机上就能买一份保险， 理赔
的时候更不用到保险公司跑一
趟，直接手机端申请，几秒钟就
能到账。

“黑科技”甚至能理财
未来生活更精彩

人工智能等“黑科技”的

应用下，你甚至还可以把钱交给
机器人来打理。比如宜信公司推
出的“投米RA”机器人就是根据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结合个人投
资者的具体主观风险偏好和客
观风险承受能力， 以及理财目
标，通过后台量化算法给用户提
供符合其需求的最优资产配置
组合。

将闲置资金用来买“宝宝类”
货币基金产品， 每天获得一定的
理财收益，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
惯，但产品众多、收益不同，人工
选择费时费力， 科技金融公司已
经解决了这一痛点。

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适合买
什么样的保险组合， 不需要再去
保险公司或者向保险代理人咨
询， 太平洋保险最新推出的人工
智能保险顾问“阿尔法保险”可以
在线就替你测算出来。

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技术总
监李小龙表示， 人工智能是让普
通用户可以享受智能化、 个性化
的金融服务， 用人工智能来驱动
的金融生活未来将更为精彩。

■据新华社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监测数
据显示，上周（9.15-9.21）银行
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4.44%， 较前一周上升了
0.03个百分点， 创12周新高。融
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表示，从
整体来看，国庆之前银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率可能继续上升。

本周银行理财收益
或小幅上涨

就收益情况而言，记者在融
360发布的监测数据上看到，上
周（9月15日-9月21日）银行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44%， 较前一周上升了0.03个
百分点。记者注意到，这也是银
行理财产品自7月份以来的单周
最高收益。

9月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长沙多家银行后发现，随着
季末考核临近，长沙银行、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等数十个银行都
将高收益短期理财产品作为“卖
点”。“预期收益5.0%以上的短期
产品都是‘爆款’，开售当日就有
很多老客户来抢。” 某股份制银

行理财经理高雨彬如是说。
“9月中旬开始，受税期、MLF

和同业存单到期， 以及三季度末
来临市场银行面临考核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 市场短期流动性趋
紧。”刘银平认为，即使央行大额
净投放资金， 市场利率仍然有所
上升， 而这种趋势将持续到国庆
之前，“所以未来一周银行理财收
益率有望继续小幅升高。”

收益“倒挂”成常态

自2017年以来， 银行固定
理财产品收益起起落落， 在8月
结束预期收益“8连涨”后，银行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出现小幅
下跌。如今，产品的预期收益率
也出现“倒挂”现象。

以华融湘江银行为例，一款
10万元起点、31天的理财产品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5.05%， 而另一
款期限为91天的产品，预期收益
率则为5.00%。融360的检测数据
也显示， 上周3-6个月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7%， 高于
6-12月理财产品4.43%和12个
月以上产品4.52%的预期收益。

可“刷脸取款”，买保险更便捷，能帮你理财……

人工智能来袭，银行柜台你还去吗
银行理财收益短期内有望继续上升
收益“倒挂”频现，购专属理财产品要考虑募集期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除
了规划假日旅行外，不少投资者
也开始有意识地提前管理短期
理财资金， 如何让资金在假期
“加班加点”滚动起来，也成为他
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刘银平建议，国庆节
前部分银行会推出国庆专属理
财产品，收益率会比同期发售的

同类理财产品高0.1-0.3个百分
点左右，有理财需求的投资者可
以关注一下，“不过，一般国庆前
夕及国庆期间发售的理财产品
要到节后才能计息，募集期会长
达十来天，所以尽量避免购买期
限太短的理财产品，否则实际收
益率会被拉低很多。”

■见习记者 黄亚苹

购买国庆专属理财产品要考虑募集期建议

你有多久没去过银行了？“刷脸取款机” 试过没有？
你敢把钱交给机器人打理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
等科技在金融业的应用， 正在悄然改变你我的金融生
活。这些“黑科技”带来了便捷、高效、舒适的体验，让原
本颇受诟病、甚至冷冰冰的金融机构服务有了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