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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雄不慎遗失长沙医学院本
科毕业证，证书号 108231201
20514115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海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衡
阳海逸分公司（注册号：4304
00000070810）遗失衡阳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发的卫
生许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郭氏肉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嘉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1024MA4L3RNT7J；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顺鼎电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汝城县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338506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镇南乡宏发电力开发公
司深坪电站遗失临武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50000095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临武县新华页岩环保砖厂（普
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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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柏林，
电话：15367257621

注销公告
汝城县暖水双联料石建材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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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何顺清，电话 13973549812

减资公告
古丈县福仁堂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8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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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青 13787169559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仕详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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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春晓路 62 号。 联系人:刘建光，
电话：13828738358。

注销公告
湖南凯启金耀商务信息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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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露 13787228813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张遨宇因保管不善将醴房权证
阳三石字第 712003521 号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发，现声
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张遨宇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铭欣美容生活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3 年 8 月 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
430105600358346(1-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韶山众兴包装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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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担保。 联系人：郭素群 18073216538遗失声明

涟源市万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4 年
5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3820000233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贡湘粮油工贸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长沙丽臣路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333830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阴县正旺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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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吉，电话 18692283888

清算公告
湖南智多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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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梁，电话 18207490699

遗失声明
衡阳县正佳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
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
码:102311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荟荟长青餐饮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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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电话 15919967097

遗失声明
长沙荣耀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5 年 6 月 1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
04000061440； 遗 失 法 人 私 章
（杨淑昭）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陆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胡宇辰，电话 18673122233

注销公告
长沙硅新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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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双 电话：18608414482。

遗失声明
浏阳市永安镇东方皇朝家具厂
（税号 430181L75400052）遗失
已开具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份， 代码：4300171320，号
码：00187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夏振兴（身份证号 622624
196612180670）于 2017 年 11月
1 日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一套，发票代码 143001720660，
发票号码 00440643，车架号 L
VHRW287XJ5010311,发票金
额 2268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三星有色金属化验有限
公司遗失汝城县地税局 2007年
6 月 28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和副本，税号为 4310266616
777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忆忆食品商行遗
失长沙市烟草专卖局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号：
4301011230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华奥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合同号:C10033
5385-C100335404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康之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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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明，电话 ：1398978717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立、李佳：
本会受理的 [2015] 长仲字第
1194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德宇支行与你们之
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仲
裁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长仲裁字第 1194 号
裁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
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电话：0731-84413261。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冠辉仪器设备经
营部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72320，发
票号码：0673386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东联富汽车服务中心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1350， 号 码 01078347，
声明作废。

兹有彭花香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在青山桥
镇田心铺村 13
组拾到弃婴女
孩一个，出生于
2014 年 11 月 8
日，身上有贴身
衣物裙褓，奶瓶

另有出生日期纸条， 拾时证明
人谢淑辉， 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向当地青山桥派出所报案，
并经多方查找至今找不到亲生
父母及其它亲属，以此登报 60
天之内无人认领， 确系为社会
弃婴，联系电话 17673052783

弃婴公告

减资公告
湘潭跨境新丝路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号：91430300
MA4L7XUN0H）经全体股东会
决议， 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人民币减至 1000 万人
民币。 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婷
联系电话：15200336001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开
区保税路 1号保税商品中心

注销公告
湖南黄江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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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光，电话 13875827668

房地产拍卖公告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10 时止（延
时除外）， 通过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 （法院主页网址：sf.
taobao.com，户名：湖南省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现状对金利
苑综合楼 201 房（执行案号：
（2016）湘 01 执恢 46 号之一）按
增价拍卖方式进行第二次公开
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位于长沙市芙蓉
区金利路 147 号金利苑综合楼
201房。（注：一切以实物为准），
估价 ：903.68 万元， 起拍价 ：
813.312万元。 保证金：80万元，
增价幅度：0.5 万元(以及其整倍
数)。 瑕疵详见淘宝网竞买页面，
具体信息以淘宝网公示为准；

二、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
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
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买受
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
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
者条件。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
与方式：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
看样者请事先通过电话咨询预
约，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统一
安排。 看样联系电话：湖南飞龙
拍卖有限公司 13357222944（龙）。

������四、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
出价功能， 在拍卖活动结束前，
每最后 5 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
价，将自动延迟 5分钟。（以淘宝
规则为准）

五、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
者，请提前（不迟于开拍前 3 个
工作日）与本院联系。

六、法定优先购买权人须在
竞买开始前 3 个工作日向法院
提出申请，经法院确认后，取得
优先竞买资格以及优先竞买代
码、参拍密码，并以优先竞买代
码参与竞买。

七、 法院咨询电话：0731-
85798481 监督电话 0731-85798282。

联系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289 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 11月 6 日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遗失声明
永顺县咱河土家古村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遗失永顺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3127MA4L6WH28W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浪要烤小吃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卷
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000670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
沙县分公司遗失长沙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0年 5月 2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301210000365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泰龙旅游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湘 GY1310客运承运
人责任保险单，保险单号：103
16042920170006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瑞风阳光储能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
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
043012403823810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淼湘（身份证号码：430123
197805284357）遗失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为 1430
01720660，发票号码为：0056
7119，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鸿运来二手车鉴定评估
有限公司遗失隆回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524344697278K，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智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62QT4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视广告公司（税号 9143
0100183875589X）遗失湖南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1份，发票代码 4300174130，
发票号码 003251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泽树林场遗失永顺县工
商局 2003年 5 日 26 日核发的
注册号码为 433127000006536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贸易惠及寻常百姓

美国车厘子、 龙虾、海
蟹、 坚果……在网络购物用
户已超4.6亿的中国，这些热
销产品72小时就可送达千家
万户。 网购为中国消费者带
来便利的同时， 让美国跨境
电商尝到甜头， 去年对华出
口增长100%以上。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
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当
前中美经贸关系已发展到相
当规模，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格局。作为两个大
国， 中美一举一动不仅事关
两国经济， 也对世界经济产
生影响。

以下数字可以说明问
题：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额
为5196亿美元。 美国出口的
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
豆、16%的汽车、15%的集成
电路，目的地都是中国。按照
美方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
贸易为美国创造了91万就业
机会， 为每户美国家庭平均

节省850美元。

美方对华市场兴趣浓厚

近年来， 美国各州州长
前往中国寻找地方合作机遇
蔚然成风。今年加利福尼亚、
艾奥瓦、密歇根、密苏里、阿
拉斯加、 阿肯色等多个美国
州长访华， 表达加强对华经
贸合作强烈意愿。

在两国政府层面，今年4
月， 双方决定建立中美全面
经济对话等4个高级别对话
机制， 启动中美经济合作百
日计划。7月16日， 百日计划
收官， 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美国牛肉时隔14年重返中国
市场， 美国液化天然气输华
政策障碍开始破冰， 中国批
准美方5项生物技术产品申
请， 中国熟制禽肉输美以及
有关金融申请逐步落实等。

据悉，此次特朗普访华将
率庞大商务代表团随访，其
中包括多家能源、制造业、农
业公司。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

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表示，
美国商务代表团将与中方共同
举办有关经贸活动， 签署一些
商业性的合作协议。

“美国注重发展实体经
济，没有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
不行，而中国就为美国提供了
一个巨大的成长性市场。”白
明说。

中美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白明认为， 美方最关切的
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很多
政客拿此说事， 但中美共同利
益摆在那里。

专家认为， 中美发展阶段
不同， 中国出口劳动力密集型
产品，美方则出口高科技产品，
所以按附加值统计， 美方未必
吃亏。同时，很多美国企业在华
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 意味着
顺差在中方，利润在美方。美国
解决贸易不平衡不应该限制从
中国进口，而应该扩大出口，尤
其是高新技术出口。

■据新华社

特朗普访华将率庞大商务团
访问期间中美可能会有哪些经贸合作与交锋？ 合作“蛋糕”如何做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8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根据中美双
方目前发布的消息，经贸问题将成为双方沟通的重要议题。

中美经贸关系缘何备受关注？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经贸合作进展如何？
访问期间中美可能会有哪些经贸合作与交锋？未来中美经贸发展方向在哪？

11 月 6 日 ，
“华龙一号”核电
项目首台发电机
在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电机有限公
司通过“型式试
验”，全部指标达
到和优于设计要
求， 标志着我国

“华龙一号”首台
发电机自主研制
成功。 新华社 图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6日结
束在日本主要访问活动。 承诺强化
美日同盟的同时， 特朗普多次提及
美日贸易“不公平”，甚至把贸易问
题放在了朝核问题之前。

日本是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
国。在特朗普访日前，日本就担心特
朗普在访问期间会对美日贸易现状
表达不满， 甚至提及缔结美日双边
贸易协定。

这一担忧最终成为现实。6日上

午， 特朗普面向美日商界人士发表
演讲，直接批判“（美国与）日本的贸
易不公正”。特朗普说：“美国长年来
饱受对日巨额贸易逆差之苦。 美国
与日本的贸易不公正、不开放。我相
信能够以友好的方式， 迅速缔结对
两国都更加公正的贸易协定。”

特朗普还否认美国重回《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可能
性， 表示将开展比TPP规模更大、
规则更简单的贸易。 ■据新华社

特朗普访日，日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