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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美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4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13810000124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全州健康大药房
咸嘉花园店遗失长沙市岳麓区
国家税务局银盆岭税务分局颁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4198308251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安橙超市不慎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7年 5月 19日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301110302651，声明作废。

◆杨欣怡（父亲：杨衡文，母亲：杨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375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秀沣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花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9 月 8 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3433124MA4L4M5588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威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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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
街道万家丽北路三段 569 号银
港·水晶城 A1 栋 102 号。 联系
人: 恵晶晶，电话: 15755161922

遗失声明
株洲远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峰
分局 2017 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204563528554T，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富里镇东山烟花鞭炮制
造厂（普通合伙）经股东会决
议注销，请债权人自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厂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吴兴木 13874115538

注销公告
长沙汇本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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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充，电话 18163786998

注销公告
湖南景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利华，电话 18975103737

遗失声明
长沙殷家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编号 4301210092682）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海睿互联网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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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鹏，电话 13786112977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同得利货运信息
部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4 年 1 月 1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301600002997，声明作废。

◆湖南城市学院邵圆厂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111527201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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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2018版 27857至 27873、263
51至 26362，以上单证，特此
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芦淞区新杨商贸行遗失株洲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芦淞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0360043144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11 月 28 日湖南敦铭
上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 万
元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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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
三段 266 号弘林大厦 2117 房。
联系人：李孟良，电话 18974811797
湖南敦铭上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铜官饭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
600021481；另遗失长沙市芙
蓉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定额发
票（国税字 430122196702284
011）伍拾元 100 张，发票号：
00671850-00671950，壹拾元 1
00 张，发票号：29193751-291
938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汇鑫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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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珍，电话：13574392888

注销公告
长沙嘉逸禾汽车零配件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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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稀 电话 18073702320。

注销公告
湘潭市律帮汽车销售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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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 电话：18163724806

◆李宇宸（父亲：李蕾，母亲：
朱娇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446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皇室室内设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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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费高，电话 15817285250

遗失声明
湖南鑫福邵商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1月 2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注册号 430102000253408；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32938045-9；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
3293804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
分公司（衡山办事处）遗失国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衡山县供电
分公司开具的湖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 1份（抵扣联、发票联），
发票代码：4300161130，发票号
码：03069263，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县一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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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顺权，电话 13308473878

注销公告
长沙川沁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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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俊林，电话 13107211588

注销公告
湖南明言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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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电话 15399907513

遗失声明
湖南中恒润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 年 9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11MA4L6JXE27，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棕榈树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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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玲，电话 18670779001

注销公告
长沙禾川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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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开龙，电话 18570014828

遗失声明
长沙聚和化工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2013
年 10 月 21 日颁发的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湘交运管长字
430121009588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集里丈人婆餐厅遗失湖
南省浏阳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一份，代码：4300171320
号码：14699526， 声明作废。

◆刘湘连、陈亚英遗失衡阳市裕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幸福家园 5B#902 室的预收款专
用凭据一张，发票代码：2430
01300628，号码：40001797，
金额 254576元，声明作废。

招标公示
为提升车险理赔服务及案件
品质管理能力， 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拟向湖南省招标引进调
查公司开展车险理赔调查合
作，欢迎有实力、有信誉的公
司于 11 月 30 日前发邮件至
我司确认投标意向，邮箱：
chenyong082 @pingan.com.cn.
投标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芙
蓉中路一段 109 号华创国际
广场 3 号栋 15 层。 联系人：
陈勇，联系电话：18607470746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

◆黄音遗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毕业证，
编号 1055312006060049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双和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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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张瑜，13974999740

注销公告
湖南远见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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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袁艳辉 18073156698

注销公告
长沙农中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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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国，电话 15608481766

注销公告
郴州市亿宝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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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娟，电话 15873586608

◆侯语嫣（父亲：侯灵，母亲：黄丹
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962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雅汇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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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维,电话 15274873336

遗失声明
湖南湘蒙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7年 9月 2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为 91430100MA4M57XT8K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格林康达投资发展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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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克，电话 13017186991

遗失声明
新晃县扶信施工队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
162350，号码 02987697，声明作废。

◆李嘉怡（父亲：李化，母亲：
吴小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203457，声明作废。

◆易思蕊（父亲：易湘团，母亲：王
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359541，声明作废。

◆张湘兰遗失税控收款机通用机
打发票 3 份，代码 143001310128，
号码 17664722-17664724，声明作废。

◆谢红春遗失税控收款机通用机
打发票 50 份，代码 143001210128，
号码 16338101-163381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宝诚鞋业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0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2-1）S，注册号 43
0103000059000；遗失 地 税 税
务登记证副本、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 430103553024
598；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代码 5530245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岳
阳分公司遗失岳阳市国税局核
发的国税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602068237493，地税登记证
副本，税号 430602068237495，
声明作废。

◆张嘉琨遗失湖南工业大学报
到证，证号 201611535201366，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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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汝城县新财鸭业有限公司遗失
汝城县工商局 2012 年 10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1026000005549；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0
26574301830；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代码 574301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基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 430111395391287）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51320 发票号码
05340929，05340927，声明作废。

本报11月28日讯 沩山苍苍
莽莽、沩水碧波悠悠 ，游客徜徉在
西周风情的古城里，碰触着青铜文
明的厚重……走进宁乡黄材铺镇
炭河古城，冬日游的图景也显得生
气盎然。

继“浪漫·踏春季”“嗨夏·青春
季”“品秋·慢游季” 献上星城乡村
春夏秋休闲旅游大餐后，2017长沙
乡村休闲旅游节“乐冬·养心季”今
日在宁乡炭河古城启幕，系列活动
将从11月底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
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熬冬·吃
点好的”“乐冬·松松筋骨”“贺冬·
欢喜过年”“冬趣·玩点傲的” 等四
大类20余项冬季乡村休闲旅游产
品，为市民送上“地表最强”冬日游
玩指南。

在灰汤镇泡温泉吃贡鸭暖心
暖胃、在大围山感受野外滑雪的速
度与激情、在百果园体验“乡村冬
令营”的原生态魅力、在影珠山畅
享登山寻宝的“智勇冲关”……“乐
冬·养心季” 将陆续展开温泉美食
节、野外滑雪节、火把篝火节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展示星
城冬情的可爱缤纷，让你感受冬日
别样美好。 ■记者 梁兴

本报11月28日讯 湖南
人想逛宜家，最近也得去武汉，
但不久后，在长沙就可以逛了。
今天，在湖南湘江新区，宜家集
团在中国的首个综合体———宜
家长沙荟聚综合体项目举办开
工动员大会。 这是宜家在国内
的第四家荟聚购物中心。

长沙荟聚综合体建成后，
将开设湖南首家宜家家居商
场， 该家居商场预计2019年开
业， 这也意味着长沙市民家门
口就可以逛宜家了。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胡衡华宣布项目开工， 长沙市
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
党工委书记陈文浩出席并致
辞。

地铁3号线可到
国内第四家荟聚购物中心

宜家长沙荟聚综合体项目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洋湖生态
新城核心地段， 东临地铁3号
线，西临坪塘大道，北依洋湖大
道。

作为宜家集团在中国落地
的第一个城市商业综合体，宜
家长沙荟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约40万平方米， 将包括多样业
态，其中除荟聚中心（即购物中
心）、 湖南首家宜家商场外，还

将首次引入蕴含宜家理念、总
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创意办公
楼和公寓 。该项目总投资额约
40亿人民币， 由宜家集团旗下
的宜家购物中心集团投资开
发。

“长沙项目是我们继无锡、
北京和武汉三个荟聚中心之后
在中国市场所投资的第四个
项目，也是我们首个升级版综
合体项目。” 宜家购物中心集
团中国区总裁丁晖表示，长沙
作为中部核心城市，具有产业
聚集地及综合交通枢纽等多
重区位优势，荟聚综合体落户
长沙,“体现了我们对荟聚在
长沙、湖南乃至华中地区发展
的信心。”

宜家购物中心集团已确立
的三个荟聚中心新项目， 除长
沙这个项目外， 还有两个分别
位于上海和西安。 该集团计划
至2030年在中国拥有13至15
家荟聚中心。

打造聚会体验中心
预计2020年开业

与其他大型购物中心相
比， 长沙荟聚综合体能给市民
带来啥特色体验？丁晖说，长沙
荟聚中心定位为家庭和朋友聚
会休闲的场所， 将非常注重体

验业态。
在这里， 市民将可以感受

宜家特色。 长沙荟聚综合体建
成后， 其主力租户宜家零售也
将开出湖南省首家宜家商场。
该宜家商场将是宜家集团在中
国的第28�家独立拥有和运营
的标准店， 总商业建筑面积约
为37936平方米，共分三层，预
计于2019年开门迎客， 届时将
有8200多种宜家商品， 将为长
沙及周边地区消费者提供全系
列家居产品及服务。此外，停车
也比较方便， 商场地下一层是
停车场， 共有700个地下停车
位。创意办公楼和公寓，则将可

为有需求的市民提供蕴含宜家
特色的办公和居住空间。

长沙荟聚中心将被打造成
一个具有国际特色的聚会体验
中心。丁晖介绍，设计上将努力
给大家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我们希望打造的不仅是一个
购物中心， 更是一个与众不同
的聚会体验中心。”

整个荟聚中心预计2020年
开业， 预计拥有360家商户，包
含来自国内外时尚、餐饮、各类
休闲娱乐与运动服务以及丰富
的儿童业态， 将成为大家休闲
聚会的又一好去处。

■记者 陈月红

宜家长沙荟聚综合体动工建设，预计2019年宜家商场开业

不仅是购物中心，更是休闲聚会乐园
长沙乡村休闲旅游节
来玩点傲的吃点好的

消费者在逛宜家商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