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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泰和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经营许可证(编号:L-HUN-060
32)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创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6年 2月 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5588995896D；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
（李晓虎）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地方税务局预收款
专用凭据（客户联），代码 24
3021540030，号码 0004430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永红日用品商行遗失炎
陵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08年 5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256000
213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荷峪石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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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泉，电话 138750221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山猫王榴莲甜品
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于 2016年 4 月 1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11600878212，声明作废。

◆唐露(父亲:唐阿波,母亲:周媛
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4317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百年金钻珠宝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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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向洪，电话 13825061669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华业电解锰有限公司遗
失由湘潭市雨湖区国家税务局
和湘潭市地税局省级税收征收
分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都为 430302760718381；
另遗失湖南省湘潭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76071838-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湘顺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炎陵县工商局 2015 年 6 月
24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225000007584；遗失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225779027222；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79027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益将竹业专业合作社遗
失汝城县工商局 2008 年 12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026NA00000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佰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 ， 注 册 号 43062600003023
9；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626344783192；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344783192；声明作废。

◆周子文（父亲：周斌，母亲：李
宁）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2865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都市风采沐足休闲有限
公司临武分公司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 430017
2320,号码 071024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城步苗族自治县盛业猕猴桃种
植专业合作社拟向工商部门申
请注销，本合作社已成立清算
小组，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合作社办
理相关事项。 联系人:廖月跃，
电话：15973287077

注销公告
隆回县隆昌药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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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友，电话 13873956418

注销公告
隆回县兄弟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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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斌，电话 18173921111

遗失声明
岳阳县老味道私房菜（普通合
伙）遗失岳阳县工商局 2015 年
4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6210000235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富临大厦遗失临湘市地
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4306827073492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三环铸业五金厂遗失嘉
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6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024000006980，声明作废。

◆王振宇（母亲：薛艾云，父亲：王
远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430070151，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 2013届毕业生赵
来报到证丢失，证号：201711528
2022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莲世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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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司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登文，0730-8273063

注销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宝鑫尚书山大
药房（普通合伙）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书面申报债
权，联系人：袁兵香 13975087300

遗失声明
株洲市瑞祥模具有限公司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200000081288；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湘
联税登字 430204574342595 号；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57434259-5；声明作废。

◆吴昕玲遗失湖南大学学生证，证
号:S1419M003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望城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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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国华，电话 13517315075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王中林食品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1 年 6 月 1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
0312160；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 43042119680805
027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丰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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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颜霞，电话 15060271201

遗失声明
长沙金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7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5MA4LN2Q69T；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40841701；声明作废。

◆本人杨朋（身份证号：430122
197606094036）不慎遗失出租
车从业资格证，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益职教网络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07
年 3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2002005120；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202799118316；声明作废。

◆欧阳术云遗失机动车驾驶培
训教练员证副本，证号:湘(长)
7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翼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税
号：430111574307386）遗失公司
法人章（彭韬）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食味轩餐饮服务有限公
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
167073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渔跃洞庭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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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18825975084

◆陈帆遗失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
局单位警官证，证号：013983；
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4301
031983082125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君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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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良,电话 13298509888。

注销公告
湖南和创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
彩飞，电话 13677309671

◆李昱佺（父亲：李明，母亲：刘
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920774，声明作废。

◆宗轶琦遗失湖南大学学生证，
学号：B12020037，声明作废。

◆赵玉梅遗失 2012 年度执业西药
师证号 0195623，2014 年度执业
中药师证 ZZ00245598，声明作废。

◆曾友秀遗失 2015年度执业西药
师证号：ZY00427827，声明作废。

◆田晓红遗失 2014年执业中药师
证号：ZZ00246168，声明作废。

◆周思文遗失身份证，号码：430522
199110287855，声明作废。

◆张凯平遗失二级建造师证，证
号 1419044，声明作废。

◆夏永安遗失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报到证，证号:2007
1234330276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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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乔龙举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510555202538，声明作废。

◆曾博文（父亲：曾勇，母亲：郑
小艳）不慎遗失出生证，证号：
P430323530，声明作废。

◆胡子天（父亲：胡科祥，母亲：邓
余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C430004860，声明作废。

◆何楚鹏遗失湖南省监理员证
书，证书编号：XY11-M0052，
特此声明。

◆欧慧娟遗失湖南省监理员
证书，证书编号：XY11-M0031，
特此声明。

◆何小红遗失星沙当代广
场 C-140 车位 1000 元收
据 00004459，声明作废。

◆帅炜遗失长沙市地方税务
局直属局 2017 年 2 月 8 日开
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
书，编号：（161）湘地现 000539
86，声明作废。

◆谭国龙(身份证号码:450304
198605271519)遗失国防科技
大学本科学历证(证书编号:
900021200905101795)及工学
学士学位证 (证书编号 :9000
242009001717)，声明作废。

◆佘宇航（父亲:佘红雷,母亲:
马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02100，声明作废。

◆陈海斌遗失星沙当代广
场 B-182 车位 1000 元收
据 00004549，声明作废。

◆吴海斌遗失星沙当代广
场 E-207 车位 500 元收据
00004500，声明作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周伟梁遗
失报到证，证号：201710538200
266，声明作废。

◆康晨（父亲：康海波，母亲：李
秀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70401，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学院邓火金遗失报到
证编号 2008105512001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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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金嘉办公用品贸易有限
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3010356
7656297）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中文三联电脑版 20 份，发票号
码 01435251-01435270，另遗失
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电脑版)
200 份，发票号码 03048001-03
048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爱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91430202320687980K）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6张（发票
代码：4300171320，发票号码：25
026848、25026864、25026869、25
026892、25091931，发票代码：43
00172320，发票号码：1817248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发化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35849
15123B）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万康大药房遗失蓝山县
地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2927197810112817，声明作废。

本报12月12日讯 12
月11日下午， 宁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戴中亚一行赴
湖南水魔方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调研并现场办公，听
取企业诉求， 为企业解决
发展难题。

湖南水魔方科技有限
公司于今年7月入驻宁乡
经开区， 项目总投资1亿
元， 在引进日本专利技术
的前提下，针对水污染、土
地污染等现状， 通过自主

创新研发， 生产出超越日
本第三代强碱性电解离子
水的“魔方小分子水”，这
是一种通过高新技术和专
利设备生产的纯水， 但具
有强大的清洁去污、 消毒
杀菌、去农残甲醛等功能，
可全面取代市场上对环境
造成二次污染、 有害健康
的表面活性剂类清洁产
品， 广泛应用于家庭以及
商业、工业、农业等行业，
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通讯员 唐艳

本报12月12日讯 昨日， 湖南
鎏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在郴州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建成
投产。 该公司主要致力于金属表面
处理技术研发、 生产， 由其研发的
“石墨烯无电快速绿色镀膜高新技
术”在绿色环保的前提下，可在一分
钟的时间内实现金属表面的脱脂、
去油、酸洗、中和和钝化五大步骤。
这一过程， 即使国内目前最先进的
二合一合金处理液也需45分钟。

该公司技术通过优选常温无电
快速镀膜剂的化学原材料配方，利用
和发挥石墨烯的高能活化性能等优
势，引入和使用石墨烯新材料作为催
化剂， 优化无电快速镀膜剂的组方，
达到常温无电快速高效高质量镀膜。
在这一处理过程中， 既不使用电能，
也不使用强酸类化学试剂，降低了生
产工艺成本，真正实现零排放。

鎏源新能源董事长李兵介绍，
该公司还计划用5年时间打造一个
占地400亩左右的“石墨烯无电绿
色镀膜、 稀土永磁材料表面绿色镀
膜高新科技产业园”，“不仅要让郴
州领衔国内表面处理行业的革新发
展，更要将它打造成国际领先的‘绿
色表面处理之都’”。 ■记者 朱蓉

本报12月12日讯 知识产权
融资难？今后或有缓解。没有可抵
押的实物资产， 仍然可从银行获
得贷款。 湖南本业农机公司董事
长蔡夫业没有想到这样的“馅饼”
真的砸在了自己头上，420万元
的贷款从怀化农村商业银行划拨
到公司账上，不到一月时间。

本业农机公司是一家从事多
功能扇吸式杀虫灯的科技型企
业，用行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获
得了真金白银的扶持。

公司近年在怀化高新区新建
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前期投入极大，资金面临巨大
缺口， 对公司持续发展产生了很
大影响。公司在困难时期，连基本
的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经费都没
有。“除了有技术有专利， 没有其
他用作抵押的资产， 像我们这样
的企业想通过银行申请贷款根本
不现实。”蔡夫业坦言。无奈之下，
只能以私人的名义厚着脸皮找亲
朋好友借钱， 或者请求客户把产
品订金从货款的30%提至60%，
公司才勉强得以维持， 但公司运
转随时随地存在资金链崩盘的危
险，公司生存状况极为堪忧。

为了解决企业的发展难题，
怀化市科技局从2015年起开始探
索科技金融结合工作， 积极引导
支持怀化银行业、 金融机构创新
金融产品。比如引导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长沙银行等设在怀化的分
支机构先后推出了以知识产权为
质押方式的金融产品，即分别推出
了“速保通”“智融通”“专利贷”，市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推出了“科
易保”等，力求解决科技型中小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如今， 用知识产权价值能换
来“真金白银”的不只本业农机。
近3年来共有10多家科技型企业
获得了科技金融贷款，融资额近1
亿元。截至11月份，怀化市6家科
技型企业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质押
物，不到1年时间从银行金融机构
获得贷款4000万元。

“以知识产权价值为信用贷
款的科技金融结合工作， 就是希
望能从金融体制机制上改变传统
企业商业价值评价体系， 为科技
型企业发展打破融资的瓶颈。”怀
化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 知识产
权价值信用贷款是通过构建知识
价值信用评价体系，以知识产权、
创新产品、研发投入、创新程度、
技术含量等指标对科技型企业进
行信用评价， 从而生成信用等级
和推荐授信额度。 银行根据推荐
授信额度， 向科技型企业提供贷
款， 具体的贷款额度随抵押物价
值而定， 从100万到1000万元不
等，重点解决怀化有资金需求、有
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贷款难
题。 ■记者 李琪

专利质押融资，无形资产换真金白银
近3年来怀化市共有十多家企业获得了科技金融贷款，融资额近1亿元

水魔方科技项目落户宁乡经开区

新环保金属表面处
理技术于郴州投产
一分钟可实现金属表面处理

经济·行业

知识产权可以作为无实物抵押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