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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尚星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5954
742478)遗失财务章和法人(王
国强)私章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华容县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6230000106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兜兜乐商业信息咨
询服务部（税号：92430121M
A4M6LP62A）遗 失 发 票 领
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王海华，(身份证号码:432524
197908181983)遗失湖南省娄底
市卫生学校中专毕业证，编号:
982239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宏翔选矿厂经投资人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60日内向本企业申
报债权。 联系人:张松林，
电话：15580457225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鑫海源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冷水江市地税局核发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地税湘
字 431381687434752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规划局君山区分局遗
失华融湘江银行财源支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和银行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核 准 号 :
J5570000739602；代码证号:
B2043060000073960B，声明作废。

◆朱嘉伟遗失湖南大学研究生
证，学号 S162901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福金汇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新宁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管理局 2012 年 6 月 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5280000083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集兵镇鑫桥百货商场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
码：4300172320，号码：1023249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嘉禾县南岭水泥狮子山石场(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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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光 13487515696

遗失声明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望城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1月 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22MA4L6Q904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海纳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 号 430626000017852；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060107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军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1382000028161。
另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3823446866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芙兰姿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颁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 ：J5510000944401， 开
户银行为：长沙银行华龙支行；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谢记香
辣城（税号 43072119890628
001801）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200 份，
发票号码：02327301-023275
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边城兴和养殖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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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吴新和 电话：18569532422

遗失声明
花垣县边城兴和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9
日核发注册号 433124NA000201X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县洋塘乡大泉村土山里采
石场（普通合伙）遗失永兴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7月 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30000220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潭市镇皇家贝贝四总母
婴店不慎遗失由月山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29 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3816002069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潭市镇皇家贝贝老街母
婴店不慎遗失由月山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6年 8月 28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
81600206959，声明作废。

◆陈为，(身份证号码:431028
198603042431)遗失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毕业证，编号:1230
312010050000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惠隆农机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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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华，电话 15907396183

◆长沙理工大学彭晶遗失就业协议
书，编号 1161053602382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陈猛遗失报到证，
编号 11511342019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田庄乡高山蔬菜专业合
作社遗失汝城县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6874490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南岭水泥狮子山石场
（普通合伙）遗失嘉禾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2年 7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86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靓涵花卉苗木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遗失由株洲市城郊
云田农村信用合作社 2014 年 11
月 18 日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20003482101，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临湘市茂华矿产品中心 (普通合
伙) 遗失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9 月 8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430682000003606 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临湘市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号为 430682691837861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临湘市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核 发 的 代 码
69183786-1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声明作废。

无名氏， 男， 约 20
岁， 神志昏迷，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由井湾子派出所送
至长沙市中心医院
救治。 如有知其情
况者请与我 站联

系。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寻人启事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周霖、刘艳飞因保管不善，将
醴国用（2013）第 26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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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霖、刘艳飞

遗失声明
麻阳学邦四川酸菜鱼遗失贰拾
元定额票存根 150 份 , 代码：
143001613327,号码：20574751-
2057 4850、20574951-20575000,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万欣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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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顺
桥，电话:13975089073

遗失声明
湖南佳居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0197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亚太财险浏阳支公司遗失下列
单 证 ：1100001827、11000018
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通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具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发票代码为 3200161350，发
票号码为 00750987，发票金额：
888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迈瑞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工商局 2011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3011100000272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宇智库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7 年 7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0MA4LXH7N2F，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雅士高夫陶瓷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5 年 7 月 8 日核
发注册号 4301023015419 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浪潮智投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5年 7月 13日颁发的机构
信用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G1043
120200187950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东县绿野饭店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
3320，代码 079221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炜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 430302329418525）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3130，发
票号码 033446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金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汨罗市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24 日核
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681597565
2736，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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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时办法》（环发 [2006]28 号）
及相关要求，现向公众公开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
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概况：碧潭风电场位于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境内，拟设
计安装 36 台单机容量为 3MW
风机，总装机容量 108MW。 风电
场新建一座 110kV 升压站。 工
程符合风电相关产业政策和规
划，不涉及环境敏感区，从环保角
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二、联系方式：该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由湖南葆华环保有限
公司承担，如您对本项目环保工
作有意见和建议，可联系建设单
位郴州华宇风电有限公司
（李先生 13907354466）和评价
单位（吴工 0731-85591644）。

环评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时办法》（环发 [2006]28 号）
及相关要求，现向公众公开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
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项目概况：月和风电场位
于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境内，
拟设计安装 69 台单机容量为
2.2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总装
机规模为 150MW，配套建设一
座 110kV 升压站。 工程符合风
电相关产业政策和规划，不涉
及环境敏感区，从环保角度分
析，项目建设可行。
二、联系方式：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由湖南葆华环保
有限公司承担，如您对本项目
环保工作有意见和建议，可联
系建设单位郴州华力风电有限
责任公司（李先生 13907354466）
和评价单位（吴工 0731-85591644）。

◆吴雨童（父亲： 吴建军，母
亲：童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560290，声明作废。

◆邓毅壮(母亲:何丰莲)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J4307100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泽建筑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7年 10月 13日核发的建筑
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证书编
号：D343074688，声明作废。

◆张书菡（父亲：张诗澄，母亲：刁
莉莎）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12664，声明作废。

◆吴梓妍（父亲：吴利文，母亲：
雷园）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02200，声明作废。

◆李咸武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
业证，执业证号：14301201710
624918，执业证流水号：107
56943，声明作废。

◆罗蔓（父亲：罗梦琪，母亲：李娟
灵）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926698，声明作废。

◆谭毅林（父亲:谭迅,母亲:周小
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388597，声明作废。

◆伏静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士学位证
书， 编号为 1230342013001869；
遗 失 毕 业 证 ， 证 号 ：12303120
1305001875，声明作废。

◆彭俊轩（父亲：彭浩，母亲：曾
艳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88133，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毕
业生姚汪利遗失毕业证，证号
65439117101009751，声明作废。

◆徐浩宇（父亲：徐卫平，母亲：
杨银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105882，声明作废。

◆蒋雨涵（父亲：蒋亮亮，母亲：
吴恋）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045561，声明作废。

今年以来， 国内车市增速明
显放缓。 然而高端品牌的汽车消
费却仍表现强劲， 就在今年下半
年， 长沙新增了2家奔驰4S店，使
总数达到6家。12月6日，三湘都市
报记者采访多位汽车专家和业内
人士得出，汽车消费升级、豪华车
品牌价格日益亲民化是其销量实
现逆势增长的主要原因。

降速：利润下滑，车市降温

今年1-10月， 我国汽车产
销分别为2295.7万辆和2292.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4.3%和
4.1%， 相比去年同期的9.5%和
9.7%，增速明显回落；产销量累
计增速也比1-9月分别下降0.5
和0.3个百分点。

“今年的汽车明显感觉没
去年好卖了。”12月7日，长沙某
汽车4S店的销售员小张告诉记
者， 无论是从成交量还是进店
的人数，今年都大不如去年。其
实， 与小张一样有同样感受的
汽车销售员还不在少数。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很多
经销商的销量甚至出现了同比
下滑。” 本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行业人士受访时介绍，由于小
排量汽车5%的购置税优惠政策
在去年截止，导致去年下半年透
支了今年的消费量。在湖南省汽

车商会会长马湘滨看来，我国汽
车保有量已达2亿辆， 很多家庭
都已拥有了汽车，而且一些家庭
还不止一辆，要他们再次增购或
换购又还没到时机，因此车市增
速下滑实属情理之中。

在市场整体增速放缓的同时，
不少汽车厂家也出现了利润增长
乏力。 数据显示， 在今年前三季
度， 多家上市车企的利润已进入
下滑通道。“面对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一方面为了提升品牌和产品
实力，加大投入了研发费用；另一
方面不少企业不得不加入价格战
来争抢市场份额。” 湖南省汽车行
业协会秘书长王雪安解释称。

火热：
高端车叫卖，4S店增至6家

今年， 在整体车市明显放
缓的同时， 在长沙却呈现出另
一番热闹的场面。

“人员已入驻， 开业前的准
备工作已快完成了。”12月6日，
中升聚星奔驰4S店市场专员王
楚龙告诉记者， 经过半年的筹
建，他们店开业在即。至此，加上
今年9月份已试营业的华星锦业
奔驰店， 目前长沙的梅赛德斯-
奔驰4S店数量已增至6家。 其中
除了华美奔驰4S店为本地经销
商集团创建的外， 其他5家均为

外来经销商品牌，包括鹏龙瑞丰
奔驰、仁孚奔驰、龙星行奔驰等。

“虽然整体车市在降温，但
高端豪华车却保持强劲地增长
态势。”鹏龙瑞丰奔驰4S店总经
理丁勇受访时介绍， 今年前10
月， 奔驰在华累计销售507742
辆新车，同比增长27%，已超过
去年全年销量。

不仅奔驰，像宝马、捷豹路虎、
凯迪拉克、玛莎拉蒂、沃尔沃等高
端汽车品牌的在华销量也都出现
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玛
莎拉蒂前三季度的在华销量还实
现了同比47%的高增长率，而旗下
Levante车型在中国的市场更是
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今年奔驰在长沙连增2家
4S店， 也表明长沙买奔驰的人
越来越多了。”鹏龙瑞丰奔驰4S
店市场经理贾佳向表示。此外，
目前宝马在长沙的4S店也已有
6家，另在浏阳市还有一家特许
店；而像保时捷、劳斯莱斯、阿
斯顿·马丁等超豪华品牌汽车
也可在长沙悉数买到。

探因：
价格平民化，促消费升级

在国内整体车市明显降温
的背景下， 为何豪车消费却在
长沙上演热度不减的一幕？

“主要是汽车消费升级导
致。”丁勇认为，近年随着消费者
的购买力不断增强， 对汽车的品
质追求也越来越高，“汽车已不再
只是交通工具而已”。 对此观点，
本地多名业内人士受访时均表示
赞同。据介绍，这种消费升级并未
只局限于省会长沙，“今年奔驰在
长沙新开了2家4S店的同时，在比
邻的湘潭也开了1家”。

“价格的亲民化也是原因之
一。”马湘滨表示，随着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高端豪华汽车品牌
开始不断引进国产车型，不断下
探新车价格，以求更大的市场占
有率。比如一辆奔驰A180，裸车
价只要21万多，“以前大家眼里
遥不可及的‘大奔’，如今对很多
人来说都已不在话下了”。

豪车布局热度不减，或加剧价格战
奔驰宝马在长沙4S店增至6家 行业人士：价格平民化，促高端车消费升级

如今买车已成寻常事， 但在买
车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却不是人
人皆知。 记者采访了多名汽车资深
人士， 他们提醒消费者买车时要注
意以下几点事项： 一是检查车辆证
件，包括出厂合格证、PDI检测证明，
以及出厂日期是否为近期， 仪表盘
上公里数； 二是检查漆面是否有凹
陷， 漆色是否均匀， 接缝处是否紧
密、 均匀等； 三是检查车门和后备
箱，以及备胎、随车工具是否齐全；
四是检查轮胎， 看下是否是新生产
的；五是检查座椅移动时是否正常，
车窗关闭打开是否正常， 配置是否
与所买车型相符等。 ■记者 胡锐

提车注意事项

11月25日，长沙中升聚星奔驰4S店正在做开业前的准备。 记者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