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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晓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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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新，电话：13787268358

遗失声明
李向前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
分局 2011年 8月 25日核发注
册号 430302600143772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莫海英遗失湘潭市工商局雨湖
分局 2011年 10 月 14 日核发注
册号 430302600146947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宇熙（父亲：王健，母亲：李丹
慧）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33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神龙厨餐饮有限公司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元分
局 2016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1132941943XP，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百祥文教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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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华
联系电话：13975312982

遗失声明
湖南东胜华瑞标识制作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31055801，声明作废。

无名氏，男，约 60 岁，身
高约 1.7 米，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由公交分局
西站中队在西站公交车
坪发现后送入我站，我

站当即送医院救治，于 2017 年
11月 18日因病抢救无效死亡。
现发布认尸启事， 望知情人在
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速与我站
联系， 逾期我站将按有关规定
处理。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认尸启事

遗失声明
保靖县甜垣椪柑产销专业合作
社遗失保靖县工商局 2009 年
6 月 2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5NA000039X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县甜垣椪柑产销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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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贵 电话：18774332785

遗失声明
长沙通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因不慎遗失会费收据一
张，票号：湘财通字【2015】
00893153，特声明作废。

◆李新春不慎遗失位于开福区
德峰小区 A2栋 2502 室物业专
项维修基金 1、3 联，凭证号为
00006169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奔腾废旧物资回
收有限公司（税号：4303027
45915993）遗失湘潭市雨湖区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作废增值税
专用发票二份，发票代码 4300
141140，发票号码 01588342 和
01588345，以上发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君临东升企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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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电话 14789849845

注销公告
湖南君临志远企业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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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志丹，电话 13875830537

遗失声明
长沙轩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5 年 11月 3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58700958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润丰养殖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江华县工商局 20
13 年 7 月 25 日核发注册号 43
1129000009404 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1290749571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盈洞乡中鑫水果专业合
作社遗失汝城县工商局 2012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026NA000139X，声明作废。

◆李科进(父亲:李勇，母亲:罗
真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6972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恒永贸易商行
（普通合伙）遗失江华县地税局
核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11290580409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开发区冠呈汽车配件服
务部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发分局 2013年 6 月 2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01600127307，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602
L61065310，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岳阳县鹿角河水煮鱼餐馆遗失
岳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6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621600268480，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汪沛化遗失报到
证，编号 1171053602954 ,声明作废。

◆刘小华遗失湖南教育学院毕业
证，证号 9900100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头水电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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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足，电话 13907464766

遗失声明
湖南省绿盛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9 月 25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4302033967
47126，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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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底市娄星区（原双峰
县）曹来村中心组周友洪宅
基地土地使用证丢失，编号
0801201，声明作废。

◆向洪军不慎遗失湖南中医学
院 1998 届高等教育中医医疗
专业专科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以
及毕业生登记表，证号：28061，
声明作废。

◆余能武遗失湖南文理学院汉
语专业毕业证，证件编号 1054
95200906000246，声明作废。

◆王梦身份证号：4304031976
05272010 遗失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集体户口一张，特此声明。

◆王奕芳（父亲：王小勇，母亲：聂
秀琴）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682246，声明作废。

◆刘佳依（父亲：刘见飞，母亲：王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84105，声明作废。

◆邓颜钰（父亲：颜三雄，母亲：邓
敏）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67210，声明作废。

◆杜姚可（父亲：杜刚，母亲：
姚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350786，声明作废。

◆长沙医学院李丽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0710823301686,声明作废。

◆戴棚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树达
学院毕业证，证号:1265212008
05219409，声明作废。

◆汤佳伊（父亲：汤准，母亲：史
巧）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13862，声明作废。

◆黄永旺遗失《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证号： 地字第
1609028 号，声明作废。

◆雷治高遗失上汽大通车辆合格
证,合格证编号 WBR06W000
153074, 车 架 号 LSKG4AC
12HA072069,发动机号 H1S
H7040118，声明作废。

◆雷治高遗失由湖南申众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一张,发票代码:1430
01720660,发票号码:01209636,
声明作废。

◆宋梓轩（父亲：宋仁旗，母亲：彭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09094，声明作废。

湖南斯洛柯有机硅有限公司拟
在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宁
乡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总
用地面积约 35 亩，以二甲基硅
油 、含氢硅油 、线性硅油 、二
氧化硅等为原辅料，经加热反
应 、过滤 、脱色等工艺环节 ，
生产有机硅油、硅油和硅胶乳
液、有机硅弹性体等产品。 公
众对于项目建设环保方面的意
见与建议可反馈至
964738735@qq.com
或联系建设单位：13428964587。

宁乡研发中心及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示

遗失声明
会同县华达五金橡胶经营部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300
1700107，号码 06560204，声明作废。

自今年4月初起，快乐购
就已停牌筹划重大事项。6月
4日，快乐购公告拟收购湖南
广电旗下芒果互娱等5家公
司，9月28日披露首次交易预
案。公告内容显示，快乐购拟
向其实控人湖南广电收购包
括快乐阳光、芒果互娱、天娱
传媒、芒果影视、芒果娱乐等
5家企业所有股权。

本次交易中， 快乐购发
行股份的价格为19.66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5.88亿
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决定，快
乐阳光、 芒果互娱、 天娱传
媒、 芒果影视和芒果娱乐的
交易价格分别为95.3亿元、
5.08亿元、5.03亿元、5.4亿元

和 4.68亿元， 交易总额约为
115.5亿元。交易完成后，快乐
购的控股股东仍为芒果传媒，
实际控制人仍为湖南台。

在公布重组方案之后，公
司股票也随之复牌，11月21日，
当天快乐购“一字”涨停。在快
乐购停牌期间， 创业板经历了
一波大跌， 最低跌至了1600点
附近， 而快乐购在停牌前已经
跌至2015年上市初期的价格，
创两年新低。

此次并购5家企业均为湖
南台旗下的优质资产， 市场的
期待颇高， 加上股价一直处于
低位，存在估值过低的情况，因
而快乐购的股价接下来或有望
实现多个“一字”涨停。

重组仍是弱市法宝

快乐购百亿并购后“一字”涨停

在此次的收购中，5家
收购标的均对 2017-2020
年作出了4年的业绩承诺。
其中，快乐阳光称4年的净
利润分别将达到 4.27亿
元 、6.79 亿 元 、9.1 亿 元 、
12.93亿元。5家合计4年净
利润分别达到了6.33亿元、
8.75亿元、10.94亿元以及
14.98亿元。

按照这一预期， 加上
快乐购几千万的净利润，
2017年度如能财务并表，
则有望实现接近7亿元的
利润。

据快乐购公告显示，
公司表示， 随着交易标的
盈利能力不断增强，2017
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1984.98 万 元 增 加 到
33201.72 万 元 ， 增 幅 为
1572.65%。 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的销售规模、
盈利能力都将有明显提
升，持续盈利能力增强。

广发证券预测， 公司
依靠湖南广电的优质媒体
资源和内容制作团队，不
断向新渠道电商转型，新
业务具备较强潜力， 维持
“买入评级”。

11月20日快乐购公告称，拟作价115.5亿元购买快乐阳光、芒果互娱、天娱传媒、
芒果影视、芒果娱乐所有股权。公司股票在11月21日复牌，最终收盘“一字”涨停。

在此次的收购中，5家收购标的均对2017-2020年作出了4年的业绩承诺，合计
4年净利润分别达到了6.33亿元、8.75亿元、10.94亿元以及14.98亿元。

停牌7个月，复牌涨停

快乐购主营业务一直是
电视零售商， 而并购完成后
公司主营业务将由媒体零售
业务拓展至新媒体平台运
营。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冲
击，传统电视购物也受到一定
冲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快乐购业绩的持续增长。

2017年三季报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移动电
商、社交电商、汽车电商等新
业务的发展， 大力推行互联
网转型，构建“品牌+渠道+
工具+内容” 的电商生态，公
司特色业务社交电商的“我
是大美人”、“辣妈学院”持续

通过内容引流，通过电商变现。
不过， 本次并购完成后上

述主营业务将成为一个部分而
已， 而最受关注的还要数快乐
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旗下芒果
TV。公告称，快乐阳光是湖南
台旗下唯一的新媒体视频平台
运营主体， 主营业务包括互联
网视频业务、运营商业务、内容
运营业务及其他业务。

据广发证券日前发布的研
报显示，芒果TV前一轮融资估
值已经突破100亿。此次资产整
体注入有望加快公司“媒体+零
售”的布局转型，进一步提升零
售资产的变现能力。

主业拓展至新媒体平台运营

■记者 黄文成

评级

并购5家公司
利于改善业绩

本报11月21日讯 株洲宏达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今日在深交所
创业板敲钟上市， 湘股数量增至
99家。随着奥士康、科创信息两家
企业获得上市批文并如期进行新
股网上发行， 湖南上市公司不日
将突破100家整数关口。

宏达电子主要专注于钽电容
器等军用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上市当日其股票价格
开盘即由发行价11.16元， 涨至
16.07元，涨幅44%。

奥士康的新股申购日为11月22
日，科创信息在11月23日，按照交易
所上市时间安排惯例， 奥士康很有
可能成为湖南第100家上市公司。

截至目前，湖南资本市场2017
年度的首发上市募资纪录， 由道道
全的11.83亿元保持；奥士康若顺利
进入资本市场，将刷新这一纪录。

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严格意义
划分， 三一重工的注册地已修改为
北京，故未计入“湘股军团”之列。

■记者 黄利飞

株洲宏达电子创业板上市
湖南A股上市公司即将突破100家

浙江恒林股份21日挂牌上
市。截至当日，今年以来A股IPO
已达385家，创下历史新高。

恒林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的
总股本为1亿股，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数量为2500万股， 发行价为
56.88元。当日N恒林以68.26元/股
开盘，此后封于81.91元/股的涨停
价，首日涨幅定格于44%。

当日， 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分
别迎来N中新和N宏达“加盟”，首日
涨幅也均为约44%。

按照发行日统计， 截至21日
2017年以来A股IPO已达385家，超
过2010年344家的峰值，创下历史新
高。 年内首发募集资金1944.527亿
元，也超过了2016年全年水平。

■据新华社

今年A股IPO数量创历史新高连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