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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芯诺嘉电子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0MA4L2UWU5C）
遗失已开具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三份，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6425101-102，164251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冠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年 1月 1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22M
A4LAQFA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子曦 (父亲：陈理；母亲：
范红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5775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正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22595471
097W，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永信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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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丽君，电话 13601362662

遗失声明
湖南砼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2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21MA4LUD
9H9C；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10041401801； 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
章（朱硕）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仨和佳业纸制品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30105MA4
M2CE15G）遗失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3份，发票代码 430017
2320，发票号码 23525775、23
525776、235257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华城村
村民委员会遗失由中国人民银
行望城支行 2016 年 11 月 1 日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 J55100180312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淘乐居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11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1960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山楚湘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湘 D96767 大型客
车的旅游客运牌一张， 编号：湘
交运旅字 0503002 号，及道路运
输证一本，编号：湘交运管衡字
43042310003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道县冠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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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湖南省道县濂溪街道办事处
道州北路 148 号。 联系人：潘华
俊 联系电话：17375688756

遗失声明
湘潭华联气体有限公司（税号
430304782866414）遗失湖南
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代码 43
00164130，号码 0143289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铁玉遗失二级建造师证 ,注
册编号： 湘 243090911230，注
册证书编号：00011230, 专业：
水利,注册单位：湖南株洲国顺
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财人生活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10 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110002704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阳县羊角塘镇烟花爆竹厂遗
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湘）YH 安许证字（2016）
0209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祁东县综保贸易有限公司 (注
册号:91430426MA4L2GFX34)
经股东决议拟定注销， 请债权
人于此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
王波兰 电话：18944996593

遗失声明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安化
县坪口邮政支局遗失安化县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92370
739305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遗失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据：编号 4034392，金额 5 万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御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芙蓉区芙蓉中路 388 号鲇鱼
套颐美会现代城 1920 房。 联系
人：肖利秋，电话 18673162266

注销公告
长沙通源电气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
月清,电话 13864401789

遗失声明
长沙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
代码 4300163320 发票号码
11402290、114023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鑫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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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椅新，电话: 18773852538

遗失声明
长沙宁和暖通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年 7月 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4000
056426；宁乡县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243975676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地矿
医院扩建住院楼项目经理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1837
61848B）遗失项目公章一枚，公
章名称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
限公司湖南省地矿医院扩建住
院楼项目经理部”，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友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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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钦，电话 13875810060

遗失声明
双峰县永明通讯专营店遗失双
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1321
6000135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巨坤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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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钦，电话：18674467774

减资公告
长沙快盟物流有限公司（注册
号 ：91430121MA4L747D3E）经
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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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际英
联系电话：18774865378
地址：长沙县泉塘街道漓湘路 98
号宿舍综合楼 101室-2 楼 A213

遗失声明
长沙莉迪曼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05MA4LTQ6946）遗失公
章 1 枚，编号：43010301354
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亿宝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将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湖
分局 2013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100200000818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生华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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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晓，电话 18569401216

注销公告
湖南寻洋空间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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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春明，电话 13701275584

遗失声明
宁乡县流沙河镇彭旭洪运输户
遗失流沙河镇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3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460
04387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利鸿家电商行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2 张，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码 23995047，
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23995048，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望城杨桥（望汨界 S210）———桥
驿公路项目经望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集体土地协议拆迁补
偿安置[2017]第 28 号的通告，
征用望城区桥驿镇集体土地
37.9437 公顷。 请位于红线范围
内的坟主，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速与我镇征地拆迁指
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续。 逾
期未迁的坟墓，将视作无主坟
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正杰
联系电话：13755012338

桥驿镇人民政府
2017年 11 月 22日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丰穗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年 4月 25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1381
NA000129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澳华农牧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12 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MA
4L25UW06，声明作废。

蓝山县不动产遗失公告
编号：蓝不动产补字（2017）第 0013 号
雷丽梅遗失坐落于蓝山县塔
峰镇塔峰西路的土地证，面积
143.00m2，证号：蓝国用（2004）
字第 1501 号，声明作废。

蓝山县国土资源局

注销公告
蓝山县通海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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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凯翔，电话 18873569099遗失声明

张家界运兴旅游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湘 GY0038 客运承运人
责任保险单，保险单号：603170
104292017000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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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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吸收合并公告
经湘潭市电机车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机车厂”）、湖南韶力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力
电气”）股东会决议：电机车厂拟
吸收合并韶力电气。 吸收合并后
电机车厂存续， 韶力电气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后，合并双方的债
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电机车
厂承继。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
律的规定，请相关的债权人自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书
面方式提出申请, 要求电机车厂
及韶力电气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电机
车厂吸收合并韶力电气按照法
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曾伟红，联系方式：13875293611

湘潭市电机车厂有限公司
湖南韶力电气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6日

遗失声明
长沙易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0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301030000055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腾达烟花爆竹销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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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昌贵，电话 13787619125

遗失声明
蓝山县兴湘烟花爆竹厂（普通
合伙）遗失蓝山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9 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27
591003253H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众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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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电话: 18173362222

遗失声明
湖南众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元
分局 2015 年 3 月 25 日核发注
册号：430211000019516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税号为 430211
338562238 的国税、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代码 33856223-8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为 G1043021100368840B 的信用
机构代码证，公章，财务专用章及
郭浩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顺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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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怀 电话 13469361938

网络女主播“东北水仙二嫂”日前落网。
因在“狼友直播”平台上进行淫秽表演，短短3个

月，“狼友直播” 平台吸纳全国各地注册会员17.7万
人，涉黄女主播1000余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浏览
涉黄直播平台的人次达百万余，遍及全国。

这起特大传播淫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牟利案告
破，也揭开了涉黄直播牟利的真相———“黄播”背后，
暗藏的是一条精心设计的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黑
色链条。

千名“黄播”百天疯狂吸金千万元
背后暗藏黑色牟利链条 主管部门建立主播“黑名单”制度

【对策】 网络扫黄多管齐下
主播“黑名单”制度确立

黄毒泛滥， 为网络直播蒙上了
阴霾。今年以来，已有“夜魅社区”
“微笑直播”“LOLO”“馒头”“老虎”
“蜜直播”等几十个涉黄直播平台被
查处。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薛松岩介绍说， 网络已成为淫
秽色情等有害信息传播的主要渠
道。 这些案件中虽然多数涉案直播
平台运营时间不长，但涉案金额多、
社会危害大。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
长胡钢认为，网络直播涉黄治理，需
要坚持专项整治、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协同治理等“多管齐下”。

据了解，全国“扫黄打非”办已
会同国家网信办共同牵头， 协调中
央多部门及部分省区市建立了网上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长效机制，形
成了较强的工作合力。同时，各地加
强行业监管，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
要求，发现违规直播立即封停，并建
立主播“黑名单”制度及行业通报机
制，对违规主播实行全行业禁入。

“对直播涉黄等违法行为，‘扫
黄打非’ 部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
态势，一旦发现将追查到底，对查实
的平台和人员必将依法严惩， 绝不
手软。”薛松岩说。 ■据新华社

网络直播这种新传播形式，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不断出现
各种问题。 违法违规内容泛滥的
背后是利益。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案件
督办处副处长李泽泓介绍说， 网络
直播平台主要盈利模式是基于虚拟
礼物的打赏， 粉丝花钱买虚拟礼物送
给主播，主播据此与直播平台分成。

逐利冲动下，一些平台经营者
和网络主播无视规则和底线， 屡屡
涉黄。 更有一些涉黄主播与犯罪组
织、黑产团伙相互勾连，结成利益攫
取与分配的共同体， 以求短时间赚

个盆满钵满，梦想一起“做大做强”。
办案人员透露， 虽然国家对

“黄播”严令禁止，但不法分子东
躲西藏，继续铤而走险，他们采取
不断更换平台的方式来逃避监管
和打击， 只求短期获利， 迅速变
现。“狼友直播” 平台就是在短短
30天里， 进行了3次版本升级，10
余次变换域名和软件下载地址，
名称从最初的“狼友”变更至“梦
幻”，后改为“逆境”。此外，从事淫
秽直播表演人员都是以虚假信息
注册，大部分银行账户也是冒用他
人户名登记的。

直播产业出现，很多普
通人成为“网红”尝到了当
明星的滋味， 并通过在网
上聚集的人气迅速发家致
富 。然而，这种门槛低 、受
众广的直播平台泥沙俱
下、乱象频出。

今年6月，群众举报“狼
友直播”“辣眼睛”，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立即跟进，将
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执法人员对取证视频内
容进行审查分析发现， 该平
台拥有较多网络主播， 实时
现场直播淫秽色情表演，吸
引大量用户付费观看和打
赏。经查，该平台直播间平均
观看人数在3000人以上，注

册用户数量巨大， 且24小时
都有主播在线。平台制作、传
播淫秽表演视频文件信息超
过20万个。 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规定， 其实施传播淫秽物
品的数量数额属“情节特别
严重”。

随着案件深入调查，沉
于网络之海下的冰山渐渐显
露。 一个跨多省特大传播淫
秽色情网络直播平台浮出水
面———其服务器在浙江宁
波，维护在浙江杭州，提供存
储和直播的是上海某技术公
司， 运营是湖南岳阳某科技
公司，提供涉黄女主播的“家
族长”在四川南充，该涉黄直
播平台网络覆盖全国。

【现象】
“黄播”网络覆盖全国 靠淫秽表演吸引用户

【调查】 利益驱动有禁不止 频换“马甲”逃避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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