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下午，“第三届中国
互联网法治大会 聚焦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实施落地分论坛” 在北
京召开， 与会专家以网约车地方
新政为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也有专家指出，多地网约车新
政细则存在着门槛高、 价格贵等
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新政后网约叫车变难

网约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经
济”的典型代表，历经5年发展后
已经成为城市人群不可或缺的出
行方式。

截止到今年7月， 全国133个
城市陆续出台了针对网约车的实
施细则，各地对网约车车辆、驾驶
员、 网约车平台等准入条件提出
了不同程度的要求， 但大部分司
机被排除在门槛之外， 同时出现
了网约车运营车辆不足的现象。
公开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多地打车难度增长了10%
以上。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伟律师指出，
国家从共享经济的角度出台文
件，确立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但
网约车政策在落地中， 一些地方
政府通过非常严苛的标准、手段，
这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对
满足广大用户出行要求、 对促进

共享经济的发展、 对提升公众出
行的体验都不利。 对网约车政策
从公平竞争的视野进行考察，对
涉嫌违反公平竞争细则予以审查
非常必要。

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落实到网约车新政领域，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应该如何发挥效
力呢?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朱忠良博士以发改委
查处的泉州网约车细则举例。这
个地方开始出台的文件， 对网约
车准入条件进行了非常苛刻的限
制， 如价格上车辆厂方销售指导
价格不低于15万元， 或者是市场
上普通出租车价格的1.5倍，作为
一个地级城市， 如果按照这种规
定只剩下1.46%的汽车达标，绝大
部分的汽车就被退出市场，“网约
车服务就不存在了， 可见这样过
于苛刻的标准， 给市场竞争带来
了损害。”朱忠良说，发改委介入
调查之后， 该地网约车细则进行
了修改。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行政
法律业务部主任张鹏建议， 将司
法审查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只有最终通过司法审查， 才可能
最有力度地把影响公平竞争的规
定、行为撤销或废止。

■记者 杨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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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沪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和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地方
税务局 2015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5
3961063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易泰石材艺术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4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500
0118430，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钟桑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4105361009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佰业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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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达江，电话 18573958188

◆谭灵煜（父亲:谭明仔，母亲:谭卫
仔）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419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麦客时光智能家居旗舰店
遗失攸县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02236002266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县农泽晟物流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永兴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证号 431023000
0219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卡晏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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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冬梅，电话 15307316336

遗失声明
湖南联合数据中心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5 年 4 月 1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0
00103774； 遗 失 国 、 地 税 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104396643140； 遗 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
码 3966431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广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33384309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家福隆商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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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达江，电话 18573958188

遗失声明
桂东县三润乡高龙药材专业合
作社遗失桂东县工商局 2007 年
12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027NA00000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物探基桩检测总站隆回办
事处遗失隆回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4M
A4P940B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阳市诚信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隆回分公司遗失隆回县食品药
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524576566699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庄主三间居酒店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2015年 11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66166910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宇阳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张家界分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5 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8002001907，声明作废。

◆杨子淳（父亲：杨威，母亲：
魏林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36440，声明作废。

◆严利奥（父亲：严岳飞，母亲：
何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26007，声明作废。

◆岳阳县血防医院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 Q4307790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锦鹏茶业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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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贤兵，电话 15869889678

遗失声明
湖南齐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0MA4L1HRW
9Q）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0 份，代码 4300153130，号码
02019166-020191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广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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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叶平，电话 18670092863

遗失声明
花垣县游梦缘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花垣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年 5 月 16 日核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31243206
634957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百嘉宏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局 2014 年 5 月 26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000008114
7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995
32665；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和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30039953266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先导卓越新能源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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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雅 13607312501

注销公告
长沙德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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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兰，电话 13787281882

遗失声明
湖南中美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金茂悦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7 年 6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
MA4LT2NN1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昌源矿粉厂遗失慈利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6210000047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第一门市部遗失慈利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08 年 3 月 2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
8210000013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县南阳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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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学林，电话 1376231885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应鑫酒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5 年 5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20001091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星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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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小平，电话 18942507398

遗失声明
湖南迈腾影业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5年 5 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01
030001850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景润钢结构有限公司遗
失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苏仙
分局 2014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证号 4310030000
098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思睿装饰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5年 11月 2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430122344674236J,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路过呷过柴火饭
庄遗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2
320,号码 147849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牛郎寨蔬菜专业合作社
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4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27NA000162X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老司城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2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注册
号码为 433127000009065 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湘西春毫司城千亩有机
茶叶基地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0 年 11 月 4 日核发的注册
号码为 433127000005621 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刘馨茗遗失中南大学商学院
会计学专业报到证，证号 20111
053320298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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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金媛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32315130442，声明作废。

◆周璐（父亲:周政武,母亲:邓小
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786397，声明作废。

◆黄国晖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
书，身份证号:43062419760401
5621,毕业证号：105325200306
000642,声明作废。

◆蔡佳佳遗失长沙万达广场商
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壹份，
号 码 SY1603736， 金 额 19400
元整，声明作废。

◆高文俊（父亲：杨宇，母亲：高
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763054，声明作废。

◆谭铭智（父亲：谭波，母亲：文为
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26464，声明作废。

◆陈静（父：陈卫东 母：彭
训英）出生证遗失，编号：
H430409072，声明作废。

◆蔡雪蒙遗失民政学院学费收据
一张，金额 4750 元，号码 00155
8698，声明作废。

◆汤理中遗失湘潭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证，证书编号 20050307
0113，声明作废。

◆唐毅（父亲：唐志林，母亲：蒋
燕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770591，声明作废。

◆王玺琪（父亲：王智，母亲：李
艳群）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63302，声明作废。

◆徐飞遗失铁道学院外语外
贸学院毕业证，证号:960475，
特此声明作废。

◆何一青遗失干部退休证，社会
保 障 号 码 :4323011958112920
68，声明作废。

◆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
医学专业佘晓龙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012214302362，声明作废。

◆曹璐瑶（父亲：曹志颖，母亲：刘
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6716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英雄世界网络会
所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湖分局 2005 年 9 月 16 日核发
注册号 43 0302000004426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1月 9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经营方面的原因，经股
东会决定（股东决定）本公司
终止清算程序，不再注销，继
续经营，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
责任及后果由本公司及股东承
担。 特此声明。 联系人：李绍
华，联系电话：0731-84169928
长沙惠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娄底安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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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承,电话 18173891255

注销公告
湘潭市未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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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文雅，电话 13507326757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旺栖府商务酒店
（税号 43062419830718931201）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份，
代码 4300164130，号码 275259
17、27424707、274246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菩凡暖通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
13 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10207263
54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江井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沅江工商行政管局 2015 年 2
月 4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 号 430981000040907; 遗
失沅江市国家税务局 2015 年 2
月 9日颁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 号 430981329390163; 遗 失
2015 年 2 月 4 日由沅江市组织
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
为 32939016-3 的代码证副本，
声明作废。

万人忆乡愁 提前韵年味
12月19日，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洞庭渔村内

人潮涌动，浓浓民族风格的古建筑长街两旁，村民们展出了
各类特产扯开嗓子吆喝， 巷内摆出的近百张圆桌仿佛一条
蜿蜒的长龙。 这里是湘阴首届湖湘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现场，活动吸引了全国数百名游客前来游渔村、找记忆。
活动将持续1个月。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

网约车新政后多地打车难度增一成
专家研讨网约车新政 多地细则被指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贵州六盘水
冬季旅游在长推介
温泉项目与滑雪7折优惠

本报12月19日讯 以“南国冰
雪城，贵州六盘水”为主题的六盘水
冬季旅游推介会在长沙举行，向湖
南爱雪的你发出诚挚邀约。

贵州六盘水位于北纬26度以
南，2300米高海拔地带， 每当步入
冬季，冷暖气流在黔西和滇东北一
带交汇，形成神奇的滇黔准静止锋,
明媚的阳光与绵绵的阴雨在此握
手言和。六盘水依托独特的气候和
地理环境，自2009年以来，先后打
造了4个高山滑雪场， 这是北纬26
度以南、世界上纬度最低的天然滑
雪场，同时也是中国南方同纬度容
量最大、档次最高、赛道最齐、服务
最优的滑雪运动理想目的地。本次
推介会上，还推出廻龙溪温泉、龙井
温泉、刘官胜境温泉等。

推介会上重点介绍了有关景
区及优惠政策。 今年六盘水为游客
推出全境温泉项目与滑雪项目连续
90天享受门票7折优惠的活动（节假
日和周末除外），优惠时间从2017年
12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贵州省
外及境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可享受贵州全省所有203家A级
景区门票挂牌价4折优惠。

■记者 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