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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岳阳市先导广告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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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跃龙 18907402070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大鸭先生厨艺坊
（税号：43020419721002001702）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00份，
发票代码 4300163320，发票号码
16282968、16282973、16282995、
16283000、16283001、16283003
至 16283005；发票代码 430016
4320，发票号码 20101575、2010
1602、20101616、20101619、2010
1625、20101628、20101636、2010
1639、20101643、20101661、2010
1676、20101677、20101683、2010
1686、20101719、23064911、2306
4912、23064942、23064948、2306
4950、23064921、23064984；发票
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码 099
72696至 099728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乐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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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峰 电话：13873278862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世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
码:044620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聚友自行车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3年 4月 1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6004
09792，声明作废。

◆熊国强遗失建筑施工企业项
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证书编号：湘建安 B（2015）
0100015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雷锋镇君林海
逸农庄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代码 4300153320，号
码 03392137，特登报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展宇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4年 11 月
3 日核发注册号 433124000014
041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聚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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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军锋，电话 18973139392

遗失声明
长沙芷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编号 01546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有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306020854193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顶尖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
J5510028802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邦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
务局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43010356351940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养仁和
大药房遗失株洲市天元区国税
局核发的国税正、副本，税号：
430221197210302029，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苗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年 3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064215
369H，声明作废。

◆ 丁 兰 (430623198706237266)
遗失长沙医学院 2008 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毕业证 ， 编号
1082312008060014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靖县韵达快运有限公司遗失保
靖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9 月 15 日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91433125070568881Q)
另 遗 失 定 额 发 票 04555301 -
04555400，声明作废。

◆杨玉遗失湖南工程学院三方协议
书，编号 11811342007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安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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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露，电话 13627322052

遗失声明
新晃县侗乡夜郎山泉水厂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
00171350，号码 02287607、02
287608、02287616、02287617、
02287621、02287622、02393243，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龙潭河淡水鱼养殖有限
公司遗失由慈利县地方税务局
2014年 5 月 26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821099830
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竹峪淡水鱼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由慈利县地方税务局
2012年 3 月 16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821561715
3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实华广播电视器材维护
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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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辉 电话：15874479788

注销公告
慈利县韵慈佳吉联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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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忠 电话：13707449886

遗失声明
湖南速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
13年 10月 21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430103079189
2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斌宇门窗厂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0 年 11 月 28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105600235699 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百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茶陵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证正本，税号为：43022
43256876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好丽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年 4 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224MA4L3YKQ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磊鑫混凝土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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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磊鑫 联系电话 13548987000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新合化工厂遗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云溪分
局 2014年 7月 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60300000
27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国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12月 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102500001057
3；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1025320710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鸿运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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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秋生，电话 13637358809

注销公告
资兴市青腰镇亿愿蔬菜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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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月兰，电话 13117355029

注销公告
湘西德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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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金龙 电话 17374307952

遗失声明
湘潭市电子仪表工业局劳动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局
1996 年 5 月 15 日核发注册号 184
73665-2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顺兴祥工艺香
业有限公司遗失江华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29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9000010793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岳塘区蒿塘水果种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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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葵，
电话：17773201855

遗失声明
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彭上律师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30120151
054506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考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2月 23 日换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210000593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临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4300171320，发票号码:
02491342，声明作废。

◆聂帆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122310500110000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八合里海记餐饮文化有限
公司泊富分公司遗失餐饮发票
两份，代码 4300172320，号码
23528235、23528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御园足道管理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329368898B）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293835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万嘉农业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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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伟 18163772545

减资公告
湖南恒富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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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吴春鹏，电话 18807380808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祥龙大酒店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5510002145602 开户银行
为工商银行，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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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坤遗失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 B
(2017）0400697声明作废。
◆柏洪涛，43293019830728141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吉首大学 2016 届毕业生王红
娟报到证遗失，证号：20161053
1201673，声明作废。

◆胡永红遗失名下车广汽丰田
汉兰达（未上牌）车辆合格证，
合格证编号 30123946（车架号
LVGEN56A6HG173526，发动
机号码 W555966），声明作废。

◆陈秀军（身份证号 4302021976
02234046）遗失湖南省自学考
试长沙铁道学院英语专业毕业
证书，（证书编号:28025）及毕业
生登记表,特声明作废。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7 届毕业
生邓旭遗失报到证，编号:2017
10541100384，声明作废。
◆沈萍遗失由湖南工学院学校
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一本，证号：
1152842015125812声明作废。

◆刁忠婷不慎遗失湘潭大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编号：105301201005002845，
声明作废。

◆廖献忠遗失安全员 B 证，证
书编号:湘建安 B(2012)150000
0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建平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6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250488，声明作废。

◆吕子嵘(父亲:吕维,母亲:
夏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66513，声明作废。
◆肖钰泓（父亲：松柏青，母亲：
龙翠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19651，声明作废。

◆王孝义遗失湖南工程学院三
方协议书，编号 118113420101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九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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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辉，电话 15898580433

遗失声明
湖南众翼文化市场产业发展中心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
号码 05154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昆睿水果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
码：4300172320，号码：1610
4993，声明作废。

◆周佩玲（父亲：周洪亮，母亲：齐
双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73181，声明作废。
◆褚佳杭（父亲：褚敏，母亲：王巧
银）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367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袁汁袁味特色粉面馆遗
失隆回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年 8月 1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524600365462，声明作废。

从红极一时到跌入谷底， 再到
如今的止跌回暖， 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方便面市场遭到挤压，与O2O
外卖平台的兴起不无关系， 有分析
称， 网络订餐因其选择的多样性和
便捷而更受消费者青睐。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随着
高铁的快速发展，车程大幅缩短，乘
客对方便面的需求锐减， 而高铁站
开通外卖服务则再次减少了方便面
的消费场景， 这或成方便面市场再
度面临考验的又一重要原因。

面对诸多不利因素， 方便面出
路究竟在何方？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
看，从产品本身出发，中高端系列产
品、 更丰富的口感和追求营养价值
或许是一条出路。

一名长沙大型超市方便食品资
深采购告诉记者，目前，超市内杯装
的销量明显高于袋装， 而一些新口
味、 新产品形态的方便面产品也有
不错的销量，在陈列时会重点突出，
“事实上，尝新鲜，寻找更符合口味
的产品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 尤其
是年轻消费者购买方便面的主要原
因，在这种购买原因的推动下，厂家
也应该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上做
出相应的改变。”

高端面成“救命草”，方便面消费回暖？
受外卖挤压，销量连跌5年 冻干面、速食意面等新品帮助“抢”回市场

12月14日， 在平和堂五
一店生活超市， 整排货架上
摆满了各种品类的方便面，
除了统一、康师傅、日清等品
牌外，还有来自韩国、新加坡
等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记者注
意到，除了传统的袋装、桶装、
杯装，还有四方盒装的方便意
面、粉丝、乌龙面等产品。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发
现， 与过去单一的主流口味
如红烧牛肉等不同， 如今的
方便面市场上， 出现了鱼香
肉丝、 黑蒜油豚骨、 芝士培
根等新口味， 价格也从过去
的2.5元至3元上涨至3元至
11元。

在货架上一款名为“I意

面”的产品上，记者看到，“微波
炉高火6分钟” 的提示十分醒
目，而这也意味着，方便面的食
用方法已不限于“开水冲泡”。

而在三一大道上的良品铺
子零食店内， 一款来自韩国的
方便杯面售价9.9元。据店员介
绍，这款面以口味特辣为卖点，
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在韶山南路工作的邓女士
是统一满汉大餐方便面的忠实
粉丝， 她表示，“每天吃一碗都
不觉得多。”12月14日， 虽然在
长沙实体卖场并未找到上述方
便面产品， 但在统一品牌天猫
官方旗舰店上，记者看到，该款
产品6盒售价99元，每盒售价为
16.5元，属于中高端产品。

在人们眼中， 被外卖冲击得落花流水的方便面行业，正
在尝试用更丰富的产品线吸引消费者停下脚步。

“方便意大利面放在微波炉里热三分钟口味也不错，不
过我最爱吃的还是汤达人。”12月14日， 正在平和堂五一店
负一楼生活超市选购方便面的市民周女士表示。三湘都市报
记者走访长沙市场发现， 方便面不但产品种类更加丰富，食
用方法也更多样。

最新数据显示，连跌5年的方便面销量正在“止跌回稳”，
行业巨头如康师傅、统一公布的最新财报均显示，公司利润
开始出现回升。 ■记者 朱蓉

新品迭出，中高端产品受欢迎
市场

据媒体报道，上个月，移动互
联网公司小米在其官方商城“小
米有品”上架了一款售价为59.9元
12杯的泡面， 这被理解为小米进
军“餐饮界”的标志。三湘都市报记
者采访得知， 这款品牌名为和厨
的番茄鸡蛋冻干面并非为小米公
司出品， 而是由烟台一家公司生
产运营，与小米合作销售。

多家以生产、 销售方便面
为主业的公司净利润也开始回
升。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2017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 该公
司收益同比上升4.2%， 达到
285.677亿元人民币 。 其中，
2017年上半年， 康师傅方便面

营业额同比增长1.75%，二季度
净利润同比也上升72.65%，该
公司认为， 这主要归因于成本
管控和公司中高端新品对销售
额的推动。

根据统一公布的2016年财
报， 该公司实现总营收约为
209.86亿元，净利润为6.073亿
元人民币。其中，统一的方便面
业务收益却创历史新高， 达到
人民币约82.21亿元，同比也实
现了8.6%的增长。 而调查公司
尼尔森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
第三季度方便面的整体销量增
长了 3.3% ， 销售 额增 长了
6.9%。

行业公司净利润大幅回升
数据

外卖挤压市场
方便面出路在何方？

观察

随着方便面产品线的扩张和中高端新品的发力， 行业正在逐步
抢回市场。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