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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侨遗失长国用（2014）
第 088043 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公开拍卖以下标
的:一、湘 G00111帕杰罗 2972C
C 车一辆，2003 年 8 月上户,评估
价 0.6万元。 二、湘 G00177 丰田
UZJI00L -GNAEKW 车一辆 ，
2002 年 12 月上户,评估价 1.2 万
元。 三、 湘 G09238 五十铃车一
辆，2009年 6月上户, 评估价 0.2
万元。 四、湘 G09529五十铃车一
辆，2009 年 6 月上户，评估价 0.2
万元。 五、湘 G02269猎豹 CJY6
470E 车一辆，2003 年 1 月上户，
评估价 0.3 万元。 六、湘 G01005
福特 FORDF750 车一辆，2002
年 7月上户，评估价 1 万元。 七、
湘 G03877 五十铃车一辆，2009
年 6 月上户， 评估价 0.2 万元。
八、湘 G07799丰田 ACR30L-M
FSEK 车一辆，2003 年 12 月上
户，评估价 0.4万元。 九、湘 G29
598 江铃全顺车一辆，2008 年 8
月上户，评估价 0.2 万元。 十、湘
G51635 猎豹 CFA6470LA 车一
辆，2005 年 8 月上户，评估价 0.5
万元。 十一、湘 G09655五十铃车
一辆，2009 年 4 月上户， 评估价
0.2 万元。 十二、湘 A38718 奥迪
车一辆，2001 年 4 月上户， 评估
价 0.6万元。 十三、湘 G06699 奥
迪 A6L2.8AT 车一辆，2001 年 10
月上户，评估价 0.7万元。 以上车
辆保证金 0.1万元/辆。 拍卖时间
及地点：2017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张家界山水中天国际酒
店五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展示
时间及地点： 自公告发布之日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在张家界市
电业局内,竞买人可自行察看。 有
意者请携保证金及有效身份证来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联系电话：
0744-8251000 13707441213
张家界三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12月 15日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啊乐
烟酒行已收湖南省国税增值税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43
20，号码 150452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晋杰不锈钢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管理局天心分局 20
14年 11月 11日核发的工商营业
执照副本贰本，注册号：430103
000033681，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国
家税务局 2006 年 12 月 4 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
01037853842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思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 年 7 月 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
0151530；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 43010559326282
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59326282-2；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岳麓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
(2014)岳民初字第 05856 号判
决书，其判决第二项为 :被告
湖南龙聚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且长
沙市岳麓区文轩路 27 号麓谷钰
园 B5栋 601 号房屋涉及的抵押
权(他项权证号:514066751)解除
后二日内协助原告欧阳萍将该
房屋过户到原告欧阳萍名下，
房屋过户手续费由原告欧阳萍
承担。 现诉争房产的抵押权(他
项权证号:514066751)已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已依法解除，请湖
南龙聚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日内
主动履行协助欧阳萍办理产权
过户的法定义务，逾期未办理
的欧阳萍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起点饮食店（普
通合伙）2017 年 12 月 13 日全体
合伙人决议解散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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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辉 13973051421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福金汇建材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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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善武，电话 13973987746

遗失声明
张家界易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支行
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80200069420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晶磊鑫石料建材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8月 23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260000
1482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661688877；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6266616888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汝城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3 月 1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1026MA4L335K3J，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浩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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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伟，电话 15898579899

注销公告
湖南欧亚娜美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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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修正，电话 15673257255

遗失声明
湖南一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和副本，注册号 43019300
0076011；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4 年 12月 4 日核发的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和副本，许
可证编号 SP4301931410017716；
遗失长沙市高新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430104
394195321 和湖南省长沙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20
14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43019839
4195321；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和副本，代码 39419532-1；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6086301;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 G10430104026086
30G;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金丰农机专业合作社遗
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7NA
000228X 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怍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梦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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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浩源，电话 18874971877

注销公告
湖南恒润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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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洪利，电话 13574875951

遗失声明
衡阳县金石采石场遗失衡阳县
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43042119691113533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金兰镇富旺碎石场遗失
衡阳县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0421L41
7390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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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智惠，电话 15173299508

遗失声明
曲柱会遗失花垣县工商局
2009 年 10月 20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3124600030325 的个
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海联名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荷塘区国税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202712135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寒口乡秋里电站遗失桂
东县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43102718824228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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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世，电话：18273163927。

◆欧阳聪瑜（父亲:欧阳军,母亲:
张友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C4302681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东华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623779032742H） 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百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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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玖，电话 0731-82498584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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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遗失湖南高速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的报到证，证号：2014
13941301220，声明作废。

◆周雨琴（父：周林圣，母：刘
山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39844，声明作废。

◆朱斯宇（父亲：朱林平，母亲：廖
文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496209，声明作废。

◆李桂梅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
14301200711459409流水号
10496423，声明作废。

◆徐正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3292，声明作废。

◆刘望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
号：430103003496，声明作废。

◆孙莹莹（父亲：孙爱国，母亲：
龚艾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802899，声明作废。

◆彭游游（父亲：彭俊家，母亲：
游庭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567855，声明作废。

◆许嘉琪（父亲：许桂红，母亲：谭
丽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04538，声明作废。

◆刘芳（身份证号：4306111985
12015547）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
考试中心颁发的职称英语 c，
声明作废。

◆刘雨曈(父亲:刘镇,母亲:罗园
园)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0870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林油茶科技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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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忠，电话 13975108019

注销公告
蓝山县神州行汽车租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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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广小，电话 13637468633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汇艺园红木家具
店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经开区分局 2015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社
会信用代码 :43062619860120
003601；另遗失由湘潭九华经
济区国家税务局响水税务分局
2015年 12月 10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02
600298880；特此声明作废。

韶山市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拟投资 4258.90 万元，于湖南省
韶山市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内，S208 省道西侧建设韶山
市友谊桥污水处理厂，该污水处
理 厂 平 面 布 局 总 规 模 按
12000m3/d 整体设计（分两建
设 ， 其 中 一 期 6000m3/d， 二 期
6000m3/d）， 建设内容包括污水
处理厂和配套污水管网建设。项
目具体情况可联系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韶山市高
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工， 联系电话；13017321685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重庆九
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联系
人：黄工，联系电话：17752885959。

韶山市友谊桥污水处理厂

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建设工程环境影响

注销公告
湖南东兴物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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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燕，电话 17752875458

注销公告
株洲市恒福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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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建刚 15388088147

注销公告
湖南和益职教网络信息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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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蓬建 13707338365

遗失声明
长沙泰华阀门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私章（吴春山），备案号 43
01030140358、公章 ，备案号
4301030140356、财务专用章，
备案号 43010301403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明鑫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荷塘区地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 430202550710058，作废。

本报12月15日讯 一块
“天王”手表，一对80后夫妻，加
上三个名表公司员工， 牵出一
桩百万名表售假案。近日，随着
案件最后三名嫌疑人落网，宣
告这起历时四年的假名表案最
终告破。近日，宁乡警方通报了
该案案情。

网上售卖假冒名表
夫妻店一年牟利41万元

刚过而立之年的范某雄、
段某两夫妻， 原本有着让人羡
慕的稳定工作。 在一次偶然机
会，两人发现了一个“商机”：售
卖名表。从2012年起，夫妻俩在
某宝网上开了一家“百分百名
表店”，专卖各类名表。

让两夫妻没有想到的是，名
表店生意火爆，各类手表源源不
断地销往全国各地。直到2013年
中旬，这家“夫妻店”引起了天王
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关注。

天王公司核实到“百分百
名表店” 卖的手表并没有经他
们的授权， 也就是说这两夫妻
一直在专卖假货。 宁乡市公安
局经侦大队接到深圳警方的线
索后，便迅速地盯上了“百分百
名表店”，从人员、货物、资金入
手，全面查清了范某雄、段某进
货的渠道、出货的地点、资金的

明细， 一张无形的大网就此铺
开。2013年6月24日，正在打包
发货的范某雄、 段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

据警方查明， 从2012年6
月1日至2013年6月24日，犯罪
嫌疑人范某雄、 段某以远低于
市场价的价格从“上家” 饶某
某、周某某、谢某某等人处购进
大量各种型号的假冒“天王”品
牌手表， 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假
冒手表从广东河源、 深圳等地
运送到宁乡，并以每块100多元
至1000多元不等的价格，通过
某宝等网络渠道进行销售。

仅一年的时间，范某雄、段
某就将11711块假冒“天王”手
表销往全国各地， 非法获利41
万余元。当年，嗅到风声的“上
线”周某某、饶某某、谢某某逃
得无影无踪。

公司员工自行购买配件
组装名表后通过网络销售

经侦大队专案民警杨小波
回忆说， 范某雄夫妻俩获利数
字让警方震惊。 而夫妻俩的上
线，手里有更多的货，卖给了更
多的人，“我们当时就坚定了一
个信念，这些上线一定要抓到。”

“经济类案件的嫌疑人，绝
大部分是高智商犯罪。”经侦大

队大队长唐雄辉介绍， 他们逃
避公安机关打击的意识、手段、
方法， 绝不是一般案件的嫌疑
人能相比的， 这给追逃带来了
极大的难度。

2017年10月，经侦大队教
导员刘朝霞带领追逃民警先后
两次赴嫌疑人的家乡开展相关
工作， 并逐一上门做嫌疑人家
属的思想工作。2017年12月6
日，嫌疑人周某某、谢某某相继
到案。 慑于强大的政策攻心压
力，最后一名嫌疑人饶某某也将
近日来宁乡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据了解，周某某、饶某某、
谢某某三人其实都是天王公司
的职工，在工作期间熟悉了手表
配件的进货流程。于是，三人也
做起了发财梦，自行购买手表配
件进行组装，然后通过网络把假
冒的天王手表销往全国各地。

据周某某交代，在2012年6
月1日至2013年6月22日，他们
仅出售给“百分百名表店”的假
手表货款就高达260余万元。逃
亡期间， 周某某通过卖假手表
赚来的3公斤黄金被挥霍一空，
只能偷偷地躲在朋友的小厂内
打工度日。

目前， 周某某三人已被宁
乡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冻结非法获利100余万元。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冯胜

清晨的公交车站台，上班族看
到了“热爱生命，别让隐患导演火
灾”“创业千般难， 火灾一日穷”等
消防宣传海报；小区楼栋里，回家
吃饭的小学生们照着消防海报，读
起了“生活不能没有笑声，更缺不了
平安”的宣传标语；夜幕降临的城市
广场， 跳广场舞的大妈一抬头就看
见LED显示屏上，是“少年儿童朵朵
花，消防教育早早抓”的公益广告。株
洲消防宣传海报和视频走进大街小

巷， 融入市民的家庭生活之中，形
成了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

为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素
质，“119” 消防安全宣传月期间，株
洲消防支队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在
全市深入开展“全民消防我代言”大
型公益消防宣传活动， 向全市各行
业领域发起集结令， 积极邀请各行
业领域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220名担任消防宣传公益大使为株
洲消防安全代言。 ■通讯员 杨洋

夫妻网店卖假天王名表，一年牟利41万元

宁乡警方追了4年的“表哥表姐”落网

消防安全海报点亮城市风景线

12月14日， 选手在进行配线架、理线环安装比赛。当天，2017湖南技
能大赛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之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竞赛在衡
阳举行，来自12个市州的42名选手参赛。 刘晓飞 周文晋 摄影报道

消防安全“四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