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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央行下发《关于开
展违规“聚合支付”服务清理整治工
作的通知》，规定聚合技术服务商严
格定位于收单外包机构， 不得从事
资金结算， 首单业务交易处理等核
心业务；不得采集、留存商户和消费
者的敏感信息。 但记者在注册上述
聚合支付软件时，需要输入身份证、
手机号等。

“用户通过上述手段在信用卡
和消费信贷产品上套现时， 对实体
经济没有产生拉动作用。”杨峥嵘认
为， 套现行为不仅获取了储蓄方的
利息空间， 若用套现资金进行投资
还存在非法盈利、非法吸收存款、损
害正常经济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杨亲辉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个人利用花
呗、任性付、白条等方式的套现行为
是利用“虚拟信用卡”实现的，违反
了银行的相关规定和国家行政法
规，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涉嫌
信用卡诈骗罪。 若商户使用销售点
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
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
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 应当
依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遗失声明
北京建达道桥咨询有限公司长
沙高新分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市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100238
8340I。 户名：北京建达道桥
咨询有限公司长沙高新分公司，
账号为 18059101040003127；
分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编号
为：G1443010402388340I，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易俗河镇普安医药堂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县支行
2011 年 8月 2日核发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55300018
317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得丰通信有限公
司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09 年 5
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2110000030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天元区得丰通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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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湘，电话：18973310128

注销公告
湖南纳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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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海涛，电话 18684672292

遗失声明
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遗失
空白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电脑版）27张，代码 43001416
20，号码 00274688、00274691、
00274934、00274954、0027
4997、00275009、00275095、
00275320、00276069、002761
63、00276368、00276486、00
276611-00276613、00276648、
00276655、00277067、0027
7074、00277144-00277145、
00277155、00277205-002772
06、00277244、00277285、00
277292、00277347、00277384
、00277423；11 张，代码 4300
142620，号码 00218026、002181
26、00218159、00218230、00
218257、00218270、00218554
-00218556、00218579、002185
92、00218602；1张，代码 4300
171320，号码 13883457；3张、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4508794、1450
8803、1450880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得力暖通维护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2 年 11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
600423258；遗失长沙市雨花区
国家税务局 2012 年 12 月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
1196710041619；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顺车友俱乐部有限公司
星沙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县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25 号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588977620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阑珊纸业经营部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 1 份，发票代码：14300
1410128， 发 票 号 码 ：249213
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
E 家安心 A，流水号分别为：
0000011113-0000011162，
共 50份。
信 E 生吉祥（2014 版），流水
号分别为 0000084501-00000
84550，共 50份。
以上单证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以下单证遗失：
AB0302A32010A 家庭财产火灾
损失保险凭证，流水号 000002
2103 至 0000022105、00000221
10；PD0000A42010A (湖南 )
保险业专用发票(湖南)，流水
号 0000830791、0000830819；
共 6份，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先驱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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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电话 13871048376

遗失声明
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株洲分公司遗失株洲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1月 1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200MA4LB5
PR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集里兴隆石材销售店遗
失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集里支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 J55100155161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鑫旺竹木制品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6 年 2 月 2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682MA4L2XFC8D，
遗失开户行为华融湘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湘支行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72000332601，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9943068200033260H，遗失公
章、财务章、私章各一枚，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望城区粉三多餐馆遗失
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7 月 3 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代码：
92430112MA4LUPX56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岳麓区粉三多粉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7年 7月 5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代码：92430104MA4L
W2ND6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港星汽车配件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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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株洲市荷塘区株洲汽车城
C区 5－7 栋 6号。联系人:彭展，
电话 15973369056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天仁安防器材
经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局二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3945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搜易电子商务咨询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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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广 13873321552

清算公告
岳阳金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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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飞 13873052976

遗失声明
新田县财政局遗失在邮政银行
开立的新田县财政局涉农补贴
资金专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5659000024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麻阳金城宾馆遗失贰拾元通用
定额发票，代码：143001613327，
号码：20865251-20865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微之梦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1
0002942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美悦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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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风，电话 18773116386

注销公告
湖南金银世通互联网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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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丽平，电话 18773116386

注销公告
株洲达越特箱包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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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继宏，电话：13974110829

遗失声明
耒阳市金华路婴姿坊食品用品
店遗失耒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1 年 6 月 22 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04816001168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生命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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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朝辉，电话 13787120348

遗失声明
长沙泓茗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2MA4LT887
17）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
1320，号码 26842797，声明作废。

声 明
夏逍（身份证号：4301111969
0826****），我院已经开具你的
离职证明，请见报后立即与湖
南省建筑工程集团设计研究院
联系领取。

遗失声明
临湘市财政统发工资中心经费
户遗失中国人民银行临湘市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72000045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遗失中国人民银行临湘
市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72000020502，
Z55720000012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单遗失登报说明：现有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以下单证不慎遗
失，车牌湘 AB130Z，商业险
保单号 PDAA201743010000
311932，交强险保单号 PDZA
201743010000327725。 申 请
登报声明作废，单证识别号、
流水号如下：商业险保单 AE
DAAE0015D00、4300170113
6782；商业险保险卡 AMDA
AA2015A00、4300170094815
8；交强险保单 AEDZAA201
3Z00、43001701316158；强制
险标志 AMDZAA0017ZA0、4
3001701174462。 自登报之日
起，以上单证已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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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第二
联(保单号 :31892)一份，特此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11 月 22 日湖南洋
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议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188 万元减至 12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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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 联系人：徐星日 18229936665

遗失声明
长沙中合意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39
42101226）遗失法人私章一枚，
（法人名：龚美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金旗商融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8 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11000338691，组织机构代
码证 35168188 -0，税务登记
证号（国）430111351681880，
税务登记证号（地）43011135
1681880，声明作废。

汤艳萍因保管不善，将 000137
62 号不动产权书或不动产登记
证明遗失 (灭失 )，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
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
登记证明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汤艳萍
2017 年 11 月 22日

不动产权证书 / 登记
证书遗失(灭失)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星港家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
991429225)遗失公司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环评公示
湖南本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现有工程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亚
大路 1号，主要产品为 UV 涂料，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现拟建
设水性黏合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一期工程项目，建设一条年产
1 万吨水性黏合剂生产线，项目
以聚醚二元醇、二异氰酸酯、
丁酮、液体树脂、催化剂等为
原料，经过聚合、改性、扩散、
精馏等工序生产水性黏合剂。
该项目环评由湖南润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正在湖南本
安亚大新材料有限公司网站上
公示（www.benanyada.com）
本公示自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公众对项目建设及环
评工作的意见及看法，可联系
建设 单 位的 李 先 生（0731 -
82797779）和评价单位的闵工
（0731-8283517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茶觉饮品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 年 10 月 27 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3
0111198810072139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麻阳卓成渣土开挖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4300164320，号码：0495569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坤诚经贸有限公司遗失冷
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5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15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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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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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平台披“聚合支付”外衣疯狂套现
花呗、白条无一幸免 专家：套现者或涉嫌信用卡诈骗

团购APP上一个缺少店铺
详情的注册商户， 消费者却在
店内消费上千元，其中，或许就
隐藏着一个线上套现团队以及
背后的数以万计的套现者。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
现， 随着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
的普及， 以分享经济模式出现
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渐成虚拟信
用卡的套现工具。

套现费率2%-15%

下载“百度糯米”APP，定
位“红河”，搜索店铺“美丽心
情”， 选择支付398元并通过蚂
蚁花呗付款，对方扣除8%的手
续费后用支付宝转给买家366
元。 以上就是套现者介绍的交
易方式。

16日，记者通过QQ、微信
等渠道联系上多名套现者，他
们表示可提供多个平台的套现
服务， 套现费率根据套现额度
及软件区别从2%-15%不等。
“由于京东商城大多售卖自营
产品， 套现者购买的出行、虚
拟、3C产品需要通过多级分销
渠道出售， 因此套现费率比蚂
蚁花呗高出 5-8个百分点 。”
QQ用户“全民地师”说。

线上套现市场规模究竟有
多大？同日，记者搜索发现，以

“花呗”、“白条” 为关键词命名的
QQ群就超200个， 很多群都有
1500个以上的成员， 少数QQ群
甚至还要支付“入群费”。

聚合支付涉嫌变相套现

随着有套现需求的消费者日
益增多， 一些以分享经济模式出
现的第三方支付工具成为花呗、
白条等虚拟信用卡的套现工具。

15日， 记者下载“浪莎二维
码”APP进行注册，在记者保存好
软件提供的收款二维码， 并用支
付宝APP支付101元后，不到一分
钟， 便收到扣除0.6%手续费后转
入100.4元的提醒，同时记者的推
荐人也收到0.22元的邀请分润。
据了解， 以浪莎二维码为代表的
套现软件主打分享经济模式，套
现者可通过不断地推广和发展下
线来获得分润。

在另一个聚合支付软件———
“云付”的微信群里，名为“宋师
吉”的群主展示其11月20日截至
15:55产生的3837.48元当日分
润，且累计分润显示已超百万元。

“没有支付牌照限制的聚合
支付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
行和其他服务商来提供综合服务
获取部分分成，但实际操作中会成
为套现工具。”业内人士认为。

■见习记者 黄亚苹

“以招商银行经典版白
金卡为例， 持卡人可免费享
受价值超 2000元的增值服
务， 如果以生日当天消费
20000元的优惠计算，套现成
本仅需120元，但却能享受到
超2000元的服务。”在谈及套
现原因时， 湖南商学院法学
院院长杨峥嵘认为， 信用卡
本身权益带来的利益以及产
生的积分收益， 让不少消费
者产生“套现养卡”的行为。

那么，看似低费率、无成
本的线上套现， 是否真如套
现者所言“不会透露信息又
能赚大钱”呢？

“当时准备去云南，在闲
鱼上看到卖家低价出售套现

火车票和飞机票， 就以低于
市价1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
张火车票， 却没想到卖家是
套现党。”曾在闲鱼上购买过
低价火车票的鲁小姐称，因
购买时向对方提供了身份证
号码和手机号， 仅两个多月
就收到莫名催收电话。

此外，蚂蚁金服和京东均
表示，若商户被检测出套现行
为将终止合作，套现用户则将
受到终身取消花呗使用资格、
白条账户额度降低的处罚。同
时，京东还强调，客户对其名
下订单承担还款责任，对于出
现的恶意套现、长期不还的行
为，京东还会通过法律途径维
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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