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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迈瑞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1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证号为
430102790333669 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壹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振康医药经营有限公
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5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431381000000763；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755807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和天商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冷水江市质监局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58494624-5；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湘国税登字
43138158494624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田东粮油有限公司遗失
株洲市工商局 2015 年 3 月 1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2000001435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三同经贸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23620， 发票号码 :0065
35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泰金酱板鸭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4 年 10 月 2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3
6002690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杰华电子器材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1 年 2 月 2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36001283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方平小卖部遗
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
定分局 2010 年 9 月 2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
8026000698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景春柑桔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大桂，电话 15874359956

注销公告
长沙市塔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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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晶，电话 18874804988

遗失声明
涟源市斌斌网吧遗失涟源市工
商局 2012 年 5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1382
000008973,声明作废。

开工商企监撤字【2017】第 1—4 号
当事人：长沙罗伍物流有限公司
等 4 家企业(统称当事人)及利害
关系人：

经查明：当事人（名单见长
沙工商红盾网 http://www.csaic.
gov.cn/ ）于 2016 年 7 月—12 月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设立
登记注册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
交虚假的住所证明等材料，取得
公司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登记注
册住所地址所属街道居民委员
会、物业公司、长沙县公安局函
等机构出具的证明证据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
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
销”之规定，现决定撤销当事人
的设立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
《撤销公司设立登记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沙市人民政
府，或者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在六个
月内直接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撤销名单见长沙工商红盾网
http://www.csaic,gov.cn/
电话：0731—84204957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7 年 12 月 5日

撤销公司设立登记决定书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街道办事处未来之
星幼儿园遗失长沙银行 (帐号
800119797209018) 预留行政公
章一枚。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至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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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电话 13308403467

注销公告
长沙三妞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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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文静，电话 18975197420

遗失声明
长沙杨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216663473930）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
代码 4300154320，负数号码 05
947310、对应蓝字号码 059473
07，负数号码 05947311，已作废
发票号码 05947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靖县宏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房
产总证： 保 A-6 栋房权第
714000875 号、保 A-7 栋房权
证第 714000873 号、保 A-8 栋
房 权证 第 714000868 号 、 保
A -9 栋房权证第 714000874
号 、 保 A -12 栋房权证第
714000872 号，因以上总证原件
丢失，现声明作废。

保靖县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6 日

遗失声明
湖南七色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5 年 6 月 8 日换发的
430111000212865 号营业执照
副本(2-2)S;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及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430111085404660；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08540466 -0;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284660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东圣选矿厂（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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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 龙绍宏 15007411111

注销公告
花垣县共富锰矿（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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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麻绍鸿 18107437777

注销公告
花垣县东程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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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绍宏，电话 15007411111

遗失声明
新晃县千金大药房河滨路店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1350， 号码 0232438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富瑞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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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志鹏，电话 15898515189

遗失声明
祁阳县大忠桥镇敬老院遗失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证号：
12431121394033373T，法人代
表：蒋旺生，有效期自 2016 年 3
月 12 日至 2021 年 8 月 12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宏悦国际家居广场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湖南省临湘市地方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6823941916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鑫发冶炼厂经全体合伙
人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龙绍宏 电话 15007411111

注销公告
湖南宁匠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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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年，电话 13548546555

遗失声明
湖南鑫泰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4 年 11 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50001392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万联灯饰商行
(注册号为 430102600131406)
遗失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和
魏朝晖私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兴华石化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4300153130， 发 票 号 码 ：036
073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暮云镇福成盛食品店遗
失暮云工商所 2012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12160029632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南托街道酷族食品商行
遗失暮云工商所 2014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1216004157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众艺标识标牌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3 月 15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595474
255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龙洞镇皇家贝贝母婴生
活馆不慎遗失由东郊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20 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3816001708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服吉服装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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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道才，电话 18684844000

注销公告
湖南省筑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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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黄军，电话 13808475001

注销公告
祁东县大信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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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承云，电话 18973443888

遗失声明
湖南诚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300000081501； 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302397732567； 遗 失 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302379932567； 遗 失 组 织 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97732
5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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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扣联、发
票联），发票代码 4300152130，
发票号码 00525370，声明作废。

撤销公告
经长沙县泓博化工贸易有限公
司 2017 年 12 月 7 日股东会决定，
撤销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三湘都市报》上所刊登的
注销公告，本公司承诺与该公
告有关的所有债权债务及法律
纠纷全部仍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声明。 联系人:李合灵，
联系电话:13207411798
长沙县泓博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岳阳市名途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经股东大会清算、决议予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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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明
电话:13607302986

遗失声明
深圳市倍轻松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2日缴纳履约保证金
票据丢失，（票号：7033129，
票据金额 528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华裕电梯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6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91430105
712197470Y，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英泰饲料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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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敏，电话 13517406027

注销公告
湖南诗雅绘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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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晶晶，电话 1366739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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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桑植县正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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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祥富，电话 15274422220

注销公告
湘潭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决议
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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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能
斌，联系电话：18973277977

注销公告
湖南湘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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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艾江仁，电话 18684668248

注销公告
湖南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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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瑜 18573315567

我国拟禁止
慈善组织炒股

民政部7日公布《慈善组
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
了12种禁止慈善组织开展的
投资活动， 包括在非银行金
融机构存款， 直接投资二级
市场股票， 投资人身保险产
品，投资期货、期权、远期、互
换等金融衍生产品（用于对
冲风险的除外），将慈善组织
的财产以明显不公允的价格
低价折股或者出售等。

■据新华社

西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
战局副局长张水利7日就印度
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
坠毁发表谈话。

他说，近日，一架印度无
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
毁。印方此举侵犯了中国领土
主权，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反对。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专
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对该装置
进行了识别查证。我们将扎实
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安全。

印国防部辩解称
“技术故障”

印度国防部12月7日下午
发表声明，回应中国关于“印
度无人机入侵中国领土并坠
毁”的谴责，承认这一事件发
生，辩解称“技术故障”。据《印
度斯坦时报》报道，印方声称
无人机是在“印度境内进行常
规训练时由于一些技术原因
与地面控制（台）失去了联系，
并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坠毁
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中”。印度国防部称，中印正通
过已建立的边境机制处理相
应问题。 按照双方的标准协
议，印度边境安全人员立即通
知中国的边防同行定位无人

机。作为回应，中方将印度无
人机的位置等细节回复给印
方。目前事故的确切原因正在
调查中。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在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印边界锡金段已
经划定，印方此举侵犯了中国
主权。 中方对此表示不满，并
向印方提出了交涉，要求印方
立即停止飞行器临边抵边的
活动。

尚未公开
坠毁无人机具体型号

目前， 虽然有关印度坠
毁的无人机属何种型号、因
何种原因坠毁、坠毁具体位置
等详细信息尚未进一步公开，
但印军无人机若真是因技术
原因失控坠毁，倒是有许多先
例可循。

据美国《防务世界》11月
21日报道，印度海军一架“搜
索者”无人机刚刚起飞就在其
西海岸城市科契坠毁。而印度
另一种无人机“苍鹭”，近年来
仅见诸报道的坠毁事件就有
2016年 3月 、2015年 1月和
2014年11月三起， 且坠机原
因多由发动机故障导致。

■综合新华社

印度无人飞行器侵入中方领空并坠毁
中国边防部队识别查证 中方已向印方提出了交涉

“碳纤维+光伏”
采暖进校园

12月7日， 国网滦南县供
电公司的工人在姜泡村龙子
心小学保养用于为校内碳纤
维电暖器供电的光伏发电板。
近日，河北省滦南县在农村小
学和乡镇机关事业单位推广

“碳纤维电暖器采暖与光伏发
电”互补项目，在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的同时满足冬季
采暖需求。

新华社 图

针对6日发生的因外部施工
打穿地铁隧道， 造成深圳地铁11
号线停运一事，深圳市住房和建设
局表示，鉴于该事件对公共安全造
成严重威胁，该局已督促南山区有
关部门在查清事实后，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对涉事企业、人员进行顶
格处罚。同时，该局将全力配合案
件的查处工作，及时将线索移交公
安部门。

6日上午7时许， 因外部施工
打穿地铁隧道， 造成深圳地铁11
号线停运约12个小时。 事故发生

在深圳南山区华润深圳湾体育中
心东南角的一个工地。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表示，经
现场初步核实，该事故系因非地铁
工程施工单位（正业建设有限公
司） 未经申报擅自打桩施工所致，
桩头击穿地铁11号线红树湾南-
后海下行盾构隧道结构，致使高速
行驶的列车撞断桩头，列车严重受
损， 相关地铁设备也不同程度受
损，导致行车被迫中断。事件中无
乘客受伤。11号线已于6日19时左
右抢修完毕。 ■据新华社

擅自打桩打穿地铁隧道
深圳将对涉事企业顶格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