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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锦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涟源市人民路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623000303901；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138200030390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九方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430204717093769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
码 4300172320，票号 082559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西聚才慧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年 12月 1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3100
0000185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9月 2 日
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00001771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天紫酒
家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1998 年 3 月 1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274984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先登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遗失江华县工商局
2008 年 4 月 21 日核发注册号
431129000001414 营业执照正
本；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1129673578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茗品汇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4 年 9 月 1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5000
132945；遗失湖南省长沙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3941
164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湖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
局 2014 年 1 月 2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408
5446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迪太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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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发票代码：3200161350，发
票号:00750966，发票金额 888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美诚汽车服务中
心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4300171320，号码:
11432491、114324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佳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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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登勇，电话 18008445005

注销公告
郴州市爱心棋苗木果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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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刚，18173516333

遗失声明
涟源市新棋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09 年
2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1382000005250；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382685010681；声明作废。

公 告
湖南省衡南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资兴市宿雁路道路
工程，位于湖南省资兴市东江
街道办事处罗围村，现已完成
施工合同约定工程量，向资兴
市城市建设投资责任有限公司
提出了工程竣工验收申请，为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产
生，根据省、市、区人民政府
有关精神，现予以公示。 如有
民工认为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
有拖欠工资以及供应商认为有
拖欠材料款等行为，请携带有
关证据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前向资
兴市城市建设投资责任有限公
司及衡南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举报。 举报电话：①建设单
位电活：0735-3322293
②施工单位电话：0734-8241038
经查属实的，资兴市城市建设
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将不予办
理竣工验收备案。
建设单位：资兴市城市建设投
资责任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湖南省衡南第五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临湘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证
号：5827637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卓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MA4L2ECT6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胜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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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注销公告
长沙慧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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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凃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撤销注销公告
长沙慧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办理公司
注销备案手续。 现经全体股东
研究决定，同意不注销，继续
经营，并且没有在任何报纸上
刊登注销公告。 如有不实，一
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凃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撤销注销公告
长沙广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办理公司
注销备案手续。 现经全体股东
研究决定，同意不注销，继续
经营，并且没有在任何报纸上
刊登注销公告。 如有不实，一
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凃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撤销注销公告
长沙慧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在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办理公司
注销备案手续。 现经全体股东
研究决定，同意不注销，继续
经营，并且没有在任何报纸上
刊登注销公告。 如有不实，一
切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凃生慧，电话 15802543580

遗失声明
长沙乐春塑形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 年 11 月 1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11MA4L7CMQ70，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汉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 梅君，电话 18565752349

注销公告
株洲市睿和物资贸易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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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丽红，电话 13973309099

注销公告
长沙之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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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静，电话 18175974817

注销公告
长沙市通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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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谭意，电话 15073130856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自由度网络会所
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5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2110000001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闵新民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年 11 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13
816000300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万信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方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7033951563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富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于 2013年 9 月 10 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0111000203633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集龙污泥处理处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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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荣，电话 13548531885

注销公告
湖南天泰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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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理，电话 17711772877

遗失声明
岳阳市儒香道文化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岳阳市质监局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3995336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湘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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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婷，电话：13807335666

注销公告
长沙笑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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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辉，电话 13875860795

注销公告
湖南方和广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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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奇志，
电话 13787256789

遗失声明
长沙新梦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3 年 9月 1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2000187591；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2074983505；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7498350 -5；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 G104301020218
6230L；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
章、法人私章（邓云飞）各一
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21862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晟荣不锈钢经营
部（税号 432928197011210812
01）遗失已开具作废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633
20，号码 102357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橱饰宝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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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芬芳，电话 13467595451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龙朋虾友餐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6 年 5 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6898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名流时装店
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06 年 5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226000606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火猴品牌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普通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二联），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26736163，声明作废。

湖南省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公
司现出租房产两处，一处位于
芙蓉区八一路 95 号正街 1900 平
方米，另一处位于芙蓉区长岛
路 40号办公楼 200 平方米-930
平方米。 位置:省公安厅对面，
交通便利，适于办公商用，停
车方便，价格面议，欢迎咨询。
刘先生:15211096121 84461549

黄金地段 房屋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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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日帆农产品有限公司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3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99531283H，声明作废。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自2017年
12月19日至2018年3月6日向全球民众
实名征集寄语， 所有参与者的姓名和优
选的两万条寄语将于明年搭载在嫦娥四
号中继星上，飞向深空开启探月之旅。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计划于
2018年执行两次发射：上半年发射嫦娥四
号中继星，下半年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嫦娥四号任务将实现人类首次月
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完成地
月拉格朗日L2点中继星对地对月的测
控、数据中继；同时开展月基低频射电天
文观测、 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和矿物组
分、巡视区浅层结构等科学探测与研究。

探月工程规划为“绕、落、回”三期，
其中二期的任务是实现月面软着陆和
自动巡视勘察。 ■据新华社

针对19日王炳忠等四
位新党人士住所被台湾警
调部门搜查、 人被带走一
事，多位两岸学者20日接受
记者采访表示，民进党当局
藉司法之名，打压反“独”促
统力量，对两岸关系造成非
常负面的影响，其逆潮流而
动，终将自掘坟墓。

“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刘相平说，民进党当局
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交往
热度不减，对他们的统治和
利益形成挑战，通过“修理”
标志性青年人物的方式，阻
挡两岸青年交流趋势，“这
是一种政治迫害”。

他认为，涉事新党青年
大学毕业后未在公务部门
工作过，不相信他们能接触
到什么机密， 更谈不上泄
密。他们持有坚定的反“独”
立场， 在岛内也有影响力，
因而遭民进党当局忌恨，被
以司法手段陷害、污蔑。

他认为，新党刚结束大
陆访问之行， 就发生此事
件，引发外界遐想。此事对
两岸关系造成非常负面的

影响，后续很可能形成“寒
蝉效应”， 若动辄被民进党
当局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会让台湾青年萌生不安全
感，不敢到大陆参访、交流、
求学、就业、创业，影响两岸
关系正常发展。

刘相平表示，民进党当
局逆潮流而动，权力在手就
高举“绿色恐怖屠刀”，但未
来刀最终还是会砍向他们
自己。

民进党自掘坟墓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
心教授唐永红指出，新党反
“独”促统立场鲜明，年轻党
员言辞犀利，一直被民进党
视为“眼中钉”。民进党当局
不希望以新党为代表的支
持统一力量壮大，因而采取
行动，阻止刚从大陆交流回
台的新党党员发表两岸交
流最新成果。这让台湾民众
看到了民进党当局阻碍两
岸交流的本性。

唐永红表示，民进党一
贯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切割两岸联系，强化“台
独”意识，削弱支持统一的
力量。大陆方面所倡导的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符合
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台湾人
民势必会进一步觉醒，充分
认识到该选择怎样的两岸
关系发展道路，选择怎样的
执政党， 而民进党自掘坟
墓，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副
教授林信雄说，此事件的发
生令人毛骨悚然，警调部门
的手法太粗糙、粗鲁，坐实
了民进党当局在搞“绿色恐
怖”。此事件会产生“寒蝉效
应”， 让更多民众在与大陆
交往时担心害怕，台湾民众
不应沉默，一定要让当局把
事情讲清楚。

他还表示，民进党强调
台湾“高度民主自由”，但却
如此倒行逆施，“我不会苟
同”。 民进党获得了权力就
忘记了过去，这件事将促使
台湾所有民众省思。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王
昆义认为，此次事件民进党
的目的在于拉高两岸关系
的紧张程度，以满足绿营支
持者需要， 巩固基本票源。
“民进党习惯于操纵两岸关
系， 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
两岸关系就不会好。”

■据新华社

两岸学者评新党人士被调查事件

民进党当局逆流而动终将自掘坟墓

明年我国将先后发射嫦娥四号中继星和探测器

12月20日，内蒙古包头火车站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窗口投入使用。据
中国铁路总公司介绍，自2017年12月20日起，铁路部门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
服务，购买火车票的积分可兑换车票。 新华社 图

今后购买火车票的积分可兑换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