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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资产超2000亿元、
年保费收入逾600亿元，分支机构
1008家，累计承担社会风险超过
138.7万亿元，为2.3亿客户提供保
险保障， 累计赔付金额250亿元，
累计上缴税收突破50亿元， 创造
就业机会超过15万个。” 成立10
周年， 阳光人寿交出了一份靓丽
的成绩单，而这也只是其践行“价
值发展、回归保障”经营理念的一
个缩影。

阳光人寿秉承“价值发展、回
归保障”的战略初心，依托集团优

势，不断创新，开发了可满足消费者
各种保障需求的多款保险产品，建
立起了丰富、完善的保障产品体系：
成功推出“随e保”、“孝顺保”、“浦爱
一生” 等产品， 填补了多项市场空
白； 同时还结合阳光融和医院首创
的“保险+医疗”新模式，研发了包
括“融合C”在内的多款特色医疗保
险产品，通过其“直赔式”服务，简化
流程， 让手持商业保单的患者在真
正意义上实现了实时报销结算，有
效地缓解了患者负担， 增强了患者
的“获得感”。 ■李安琪 经济信息

备受国内消费者欢迎的
进口奶粉， 再现召回令。近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于
法国兰特黎斯集团CRAON
工厂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
的消费提示》，因疑似受到沙
门氏菌感染， 提醒如购买了
该工厂生产的3个品牌共计
32批次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
费者，不要食用。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统
计， 这已非国外奶粉首次出
现不合格现象， 此前多款知
名国外奶粉产品也曾被检出
不符合中国标准。 此次涉事
奶粉在长沙销售状况如何？
12月18日，记者展开了调查。

32个批次奶粉
涉及三个品牌

据此次发布的消费提示
的相关信息显示，日前，法国
卫生部发布公告， 称因产品
疑似受到沙门氏菌污染，暂
停兰特黎斯集团CRAON工
厂2017年2月15日（含）之后
生产的所有婴幼儿配方食品
销售及出口， 并对相关产品
进行召回。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 该工厂生产日期为2017
年2月15日之后的产品，对华

出口产品为妈咪爱护、喜丽雅
和赐多利佑蓓三个品牌，生产
日期为2017年4月至9月之间
共计32个批次的婴幼儿配方
奶粉。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表示，
上述产品在进口时， 进口商均
提供了检测报告， 沙门氏菌检
测结果均为未检出， 口岸检验
检疫机构抽取部分批次产品进
行检测，也未检出沙门氏菌。不
过，该局也提醒消费者，作为预
防性措施， 不要食用此32批次
奶粉。

婴幼儿奶粉
质量需引起关注

12月18日， 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喜丽雅天猫旗舰店内看到，
此次涉事的喜丽雅品牌多个批
次奶粉依然在售。其中，较大婴
儿配方奶粉2段等产品价格为每
罐298元，成交记录显示30天仅
售出1笔。 记者向该品牌客服询
问是否为被召回产品时，该店客
服表示， 所售产品为2016年生
产，并非涉事批次产品。

事实上， 这已不是首次海
外奶粉污染事件。此前，新西兰
乳业巨头恒天然也曾发生奶粉
原材料浓缩乳清蛋白可能被肉
毒杆菌污染事件， 并紧急进行

了追溯、召回等措施。
进口婴幼儿奶粉虽然时有

受检不合格消息传出， 但似乎
仍然受到消费者喜爱。 在蔡锷
北路附近的多家母婴店内看
到，如惠氏、雅培等品牌婴幼儿
奶粉均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据
店员介绍， 进口婴幼儿奶粉价
格虽高， 但还是相对受到消费
者欢迎。

而对于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溯源、召回，我国相关规定也早
已出台。据了解，早在2016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便
制定并印发了《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信息
记录规范》，要求国内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企业结合实际，真
实、准确、有效记录生产经营过
程的信息， 建立和完善婴幼儿
配方乳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 实现婴幼儿配方乳粉
生产全过程信息可记录、 可追
溯、可管控、可召回、可查询，全
面落实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
业主体责任， 以此保障婴幼儿
配方乳粉质量安全。

这也意味着， 消费者如需
购买婴幼儿配方奶粉， 最为安
全的渠道仍为正规商超及零售
渠道， 以避免通过海淘等方式
购买到不符合相关标准的“漏
网之鱼”。 ■记者 朱蓉

◆颜美华（父亲：颜长庚，母亲：
彭丽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4844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冠日化有限公司遗失
由湖南省宁乡县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管
理代码:1510277， 地税湘字:
43012475062829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冠日化有限公司遗失由
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4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注册号 :430124000014151
（1-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特达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8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
122MA4L3JT4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野溪铺特种养殖文化园
有限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武陵源分局 2014 年 11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811000004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曹子国遗失张家界市
工商局武陵源分局 2004 年 5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081130023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珍翠民族服
装店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武陵源分局 2010 年 8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8116000161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亿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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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志斌，电话 18273258888

遗失声明
岳阳市爱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楼
分局 2015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602584938608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桥头寨
电站不慎将城步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09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5290000026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新民网吧经投资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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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民，
电话：18153868776

注销公告
隆回植物医院经股东会决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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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柏京，
电话 13973973225

遗失声明
贺永红遗失雨湖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26日核发注册号 4303026003
18028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群兴大口鲶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华容县工商局 2011 年
9月 26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23NA000054X； 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6235827856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三龙建筑施工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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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联系人：蒋红 13973235855

注销公告
株洲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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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英，电话 13973306057

注销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民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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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爱香 13786061970

◆赵彪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副本。 证书编号：
C201143052701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安达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湘 F08938 车遗失市运管局 2016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4306020000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小满天星电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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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琳，电话 0735-8227388

注销公告
隆回县凯迪农林废弃物回收综
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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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赵东 15073956280

◆何晓梅 (431125198901303114)
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09 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毕业证， 编号
12303120090600498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凯爱乐纺织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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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啸雨，电话 18570637879

遗失声明
湘潭县名泉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遗失湘潭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3430321MA4M1NB6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耀辉汽贸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5 年 6 月 30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7000004590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赖欣妍（父亲：赖明，母亲：林雅
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8221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尚书房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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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华，电话 13975806098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开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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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广益， 13786019807

遗失声明
通道侗族自治县民兴生态休闲
有限公司遗失通道县工商局 20
14 年 9月 3日核发注册号 4312
30000003010 营业执照正本和 2014
年 12 月 25 日核发代码为 5617099
76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德之馨纸制品厂遗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30121600397845.
(注册日期 2014 年 4 月 30 日)
声明作废。

◆刘娟不慎遗失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证，编号：130431
2007060006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龙羽置业有限公司遗失邵
阳县地方税务局 2010年 10 月
29 日办法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2621197505040015；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5635
1498-8，声明作废。

◆何贤玉（父亲：何昌球，母亲：
何珊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456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众森生活垃圾分选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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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 电话 13787934192

遗失声明
祁阳县宝峰种养专业合作社遗
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祁阳县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662000455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壹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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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电话 13107496661

◆李鹏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不慎
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4208811
9801225403X，签发机关：成都市
公安局青羊分局，特此声明，任何
人不得使用。

注销公告
株洲亚枚秀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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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有平，电话 15292235555

注销公告
湘潭景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 2017 年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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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炯
龙,联系电话：18773208585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寻亲公告
2013 年 9月 18 日刘礼国在湖南
江华县桥市乡塘家源村路口捡
拾女弃婴一名，请亲生父母持
有效证件前往塘家源村刘礼国
家，联系电话 18274694856

◆湖南工业大学叶德延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911535203523，声明作废。

◆曹细华遗失林权证，证号：
B430902397927,声明作废。

◆冯昱暄（父亲：冯典中，母亲：符
青）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34947，声明作废。

◆刘京盛（父亲：刘开恒，母亲：凌
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069315，声明作废。

◆邓容洁（父亲： 邓国亮，母
亲：李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965306，声明作废。

◆李静晓遗失 2016 年 3 月 21 日由
浏阳妇幼保健院签发瞿佳蕊的出生
证，编号 P431037488声明作废。

◆胡艺腾（父亲：胡江坤，母亲：
胡孟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462312，声明作废。

◆陈金霞遗失湖南商学院贸易
经济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毕业证编号 1055412016050026
86，学位证书编号 10554420160
02686，声明作废。

◆周伟遗失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
124199812065174，声明作废。

◆李娅不慎遗失湖南理工职业技
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139231201406000685，
特此声明。

◆卢雨遗失韶山丰菊嘉苑 5 栋
14201 号房产证，证号：韶山字
第 00010132号，声明作废。

◆江玲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编号：060628609，声明作废。

◆刘晨希（父亲：刘劲，母亲：
程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848871，声明作废。

◆谭可馨（父亲：谭盛敏，母亲：唐
玉琴）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98476，声明作废。

◆张智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
524198311070183，声明作废。

◆吴诏宇（父亲:吴杰 母亲:王
志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71826，声明作废。

◆李欣（父亲：李林辉，母亲：李春
林）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54476，声明作废。

◆许兰馨（父亲：许忠文，母亲：兰素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2180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蓝溪花炮制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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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凤彪，电话 13907389128

◆唐红雁（身份证号码 36010319
6902102238）遗失房屋转让所
得所上交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
电子缴款书，票证字轨:（151）
湘地证，号码 32017030600001
1413，开具日期 2017 年 3 月 6 日；
计税依据：426400 元，合计交
税金额：4264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丽娜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限
公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14
3001713250， 发票号码 :0071
66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绿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县地方税务
局 2014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地湘 1301
2109860152X，声明作废。

◆彭大铭遗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本专科毕业生就业通知书，编
号:MMXVI3109238，声明作废。

◆周丙炎遗失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
蒋家拢 002 片第 005 栋 706 的房产
证，证号 900449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古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
MA4L2NCA5R）遗失法人章
（秦晟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永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税局核发
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08973582X。 声明作废。

32批次法国“污染奶粉”被紧急召回
涉事奶粉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 奶粉涉及喜丽雅等3个品牌 质检总局提醒不要食用

坚持战略定力 恪守保障初心
———阳光人寿十年高价值公司转型之路

12月18日，长沙市坡子街某室内真冰场，小朋友们学习滑冰。随着天气转
冷以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推动，冰雪运动在湖南也逐渐兴起。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