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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学院于海子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211527201945，声明作废。

◆唐刘杰（父亲:刘小华，母亲:唐
花艳）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743048，声明作废。

◆吴有科（43062619850303007X）
遗失（高级）营销师证，证书编号
0818000001302023，声明作废。

◆雷芬艳遗失湘南学院毕业证，
毕 业 证 编 号 ：1054512003060
00932，声明作废。

◆黄超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号码为 430100001
0208000998，声明作废。

◆张俊(身份证号 4301241988090
25433)遗失建筑施工企业土建
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证号:湘建安
C2(2015)150001469,声明作废。

◆李立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9636，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大学美术学专业陈冰，
遗失本科毕业证 ,编号 105341
200505004820，声明作废。

◆蔡信达遗失湖南工学院机械
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2017 届毕业生三方协议书，编
号：117115280168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茶陵县思聪出口花炮厂经营部
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07 年 9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24000
0006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中拓新能源科技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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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咏红 1351732702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宏源橡塑有限公司(43
0102753374744)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43
00124620, 发 票号 码 :010332
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望辉种植专业合
作联社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4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430122MA4L
3KRR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蓝屋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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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欢,电话：17711739302

注销公告
隆回县九龙有色贵金属经营信
息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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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琛 13975988027

注销公告
长沙振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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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慧 电话：17799997050

遗失声明
甄世民遗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月 30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30821600200642，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宇捷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7 年 6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2
MA4LR41AX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益帆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
税务局于 2012 年 7 月 9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地税
湘字 430103070587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辉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一枚,注册号 91430600M
A4LM6W38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湖南联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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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作为，电话:18974868888

遗失声明
涟源市勇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7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
1382MA4L8WW91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鑫锋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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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肄锋，电话 13017128282

注销公告
株洲吉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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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电话 13873312508

注销公告
株洲昌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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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琼，电话 15116111273

遗失声明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二份，
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号码
23867346、238673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艾昕养生美容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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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电话 13973327887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彭红、贺苹因保管不善将醴国
用（2014）第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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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红、贺苹 注销公告

湖南省明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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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欢，电话 18073052916

遗失声明
宁乡县城郊乡驿站汽车美容店
遗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年 9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0124600390
1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其军二手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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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蒋迎九 1387472754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新农民钵钵餐饮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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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电话 18673039000

遗失声明
优舫（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县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M
A4L5Y070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布雷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45
051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艺觉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
面形式申报债权，联系人：杨芳
联系电话 13787247306

遗失声明
长沙市艺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 年 12 月 19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9682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8540515-3；遗失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
085405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聚光餐厅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36003709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玉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
1）S，注册号 430102000096927；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和长沙
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69
6236969；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和副本，代码：69623696-9，
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华贸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 4300154320，
发票号码：007248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金邮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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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解民，电话 13017188855。

注销公告
湖南世安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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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电话 13467524955。

遗失声明
保靖县华益农村交通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保靖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6
月 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255
87001183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知湘豫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5344846683）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 3 份，发票代码 4300163130，
发票号码 04044041、04044042、
040440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建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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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肖珑，电话 15675883000

遗失声明
湖南金志凯新型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7 月 1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05000103112；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508
13723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小锋碳材经营部遗失
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31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17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娄大建材厂遗失冷水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4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126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遗失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蓝建规（地）字第 2015054 号，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省道州建业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道州皮鞋专店不慎遗失由
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二○○八
年五月七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号 431124000001358
（1_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聂罗华--长沙市开福区稻谷仓
19 号（原 009 号）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1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为：430105600
2821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晓虹文体用品
行遗失公章（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4MA4P82XE0D）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振泰电机专业维修店遗失
茶陵地税局 2008 年 12 月 1 日
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43022419830917271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澧县阳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
发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72300058960E,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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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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山市鹏翥通用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5 年
9 月 1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00
0009740 营业执照副本 ；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和地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382
352813830；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 3528138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玛喜达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德思勤分公司（税号 430111
338442295）遗失空白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55 份，发票代码 43
00171320，发票号码 04231406 至
042315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炎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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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华，电话 15107446620

补贴“退坡”，LED灯如何继续“亲民”
半导体技术进步引发照明革命，核心技术亟待突破，未来5年产业有望持续增长

半导体照明， 包括发光二极管
LED和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具
有耗电量少、寿命长、色彩丰富等特
点，被誉为“照明领域的一场世界性
技术革命”。

短短几年间，LED灯成了我国照
明市场的“主角”。这就是技术革新的强
有力推动和节能环保的大趋势。

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算了一笔
账：一只相当于60瓦白炽灯亮度的
LED灯每天开10小时，年耗电约合

人民币30元， 而60瓦白炽灯的年耗
电则要160元。

据国家节能中心提供的数据，
照明用电约占全国用电量的14%，
这也是政府大力推广LED灯使用的
主要原因。

我国通过实施“节能产品惠民
工程”，这些年全国已陆续推广LED
高效照明产品7.8亿只，老百姓不仅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更为节
能环保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持续多年政策补贴支持下，LED灯凭借节能环保的优势和
亲民的价格，攻城略地般地快速取代了传统光源白炽灯，点亮千家
万户。行业“十三五”规划对这一利国利民的产品也给予了很高“期
待”，到2020年要达到万亿元产值。

补贴推动了产业快速发展， 同时也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痛点
之一。如果政策“退坡”，产业将如何发展？价格还依然亲民吗？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印发的《半导体照明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20
年该产业要达到10000亿元
产值。 万亿元产值如何实现？
业内专家说，离不开市场需求
持续释放，但不能仅靠补贴维
持市场低价， 一旦补贴“退
坡”，行业何去何从？

从去年开始，一些地方已
出现针对LED行业补贴的“退
坡”迹象。如果企业为填补“亏
空”，借此提高LED灯价格，市
场会不会买账？因此，行业要

早做打算。
在日前国家半导体照明

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单位主
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半导体
照明论坛上，专家呼吁，我国半
导体照明需加快培育产业创新
力与竞争力，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掌握市场话语权。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我
国在照明高端技术、 产品创
新、装备制造市场应用等方面
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
此前，飞利浦照明“群诉”中国
照明企业，暴露出的正是国内

企业核心技术的缺失。
国际投资机构 IDG资本

投资业务负责人梁为栋认为，
该产业未来5年仍有望持续
增长。汽车、农业、医疗照明蕴
含巨大潜力。

专家表示，下一步，我国
半导体照明要在关键技术上
寻求突破，并通过应用领域的
拓宽和市场环境的持续规范，
使LED一直保持市场优势，万
亿产值目标不难实现。半导体
照明产业“前途”依旧光明 。

■据新华社

政策支持、节能环保深入
人心，使半导体照明产业在我
国迅速崛起。如今，我国已成
为全球最大半导体照明产品
生产、 消费和出口国。 过去5
年，我国半导体照明产值以年
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

但不可回避的是，快速发
展的半导体照明产业也逐渐
显露出“瓶颈”，高额补贴让企
业患上了“依赖症”。

记者查询一些半导体照
明上市公司年报及公开信息
估算发现，国内一些行业领军

企业所获补贴动辄上亿元，名
义一般为“技术研究与开发专
项资金”“设备补贴”“季度产
业补贴”等。有企业过去5年获
补贴高达25亿元， 有的年份
补贴竟占其净利润过半。

地方鼓励半导体照明行
业也多采取补贴方式。广东省
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就提出，财政投
入220亿元支持包括半导体
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南昌市新近出台促进LED产
业发展政策，按照每个产业研

发、检测公共服务平台购买设
备发票额的30%给予资金资
助。

有专家感慨，政府补贴原
本是为了推广LED灯，助有实
力的企业一臂之力。但一些企
业却患上“政策依赖症”，补贴
反而成了其主要利润来源。

还有部分企业补贴后盲
目扩大产能，其结果是产能过
剩，价格战频仍，企业无心研
发……2015年LED行业迎来
“寒冬”， 近4000家中小企业
倒闭。

寻求关键技术突破，市场巨大潜力还有待开发

发展“瓶颈”显露，补贴让企业患上“依赖症”

从利国利民“两笔账”，看LED灯的“光明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