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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优贝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4年 12月 9日核发的证号为
430111325640276 的税务登记证
国税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因不慎
遗失会费收据一张，票号：湘财通
字【2015】00893153，特声明作废。

◆刘丹于 2017 年 12月 19日
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51021
419830727201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株洲市欣欣体育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5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2110000171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松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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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华均，电话 18620061504

注销公告
长沙景之泰日用品贸易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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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灶，电话 18198686622

遗失声明
株洲翔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914302023294047807）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4300153130， 发票号
码：026442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邵阳市桂花大桥园
林绿化景观工程设计项目（编号：
20170158）缴纳质保金凭证一
份，金额：陆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彭松云遗失龙山县
工商局 2010 年 11 月 3 日核发的
注册号码为 433130600067526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李婷婷遗失龙山县
工商局 2015 年 5 月 8 日核发的
注册号码为 433130600142097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陈思思（父亲：陈长阳，母亲：罗
荣双）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5560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博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MA4LP90X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武县周美英服装有限公司遗
失临武县工商局 2013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0250000074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豪鑫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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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良，电话 1507417589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晋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
17年 12月 18日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朱梦 1301730214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和信通讯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18 日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王晓龙 13307307778

注销公告
隆回县鸿都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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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仁青，电话 13908423951

注销公告
隆回润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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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闰华，电话 13873964088

注销公告
隆回县勤能新能源技术服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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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13794877280

终止清算公告
长沙邦典门窗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月 17 日在长沙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进行公司
注销清算组备案，现公司因业
务发展原因，经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不再注销，未进入清算程
序，继续营业。 特登报声明撤
销 2017年 8 月 29日在《三湘都
市报》A11 版刊登的注销公告。
联系人：肖国锋，电话 13908489838

遗失声明
长沙威诺斯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5 年 5 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
3000187355；遗失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
1033383846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膳源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7年 8月 3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430104MA4LX
0R3XL，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建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 2017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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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迪
良,联系电话：15973209619。

遗失声明
长沙县丰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14年 10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
0121000046414， 另 遗 失 由 长
沙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号为 574342384，另遗失由长
沙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及副本，税号为 4301
21574342384，另遗 失 由 长 沙
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及副本，税号为 43012
1574342384，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欣正宇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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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电话 18873383888

注销公告
湖南睿康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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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禾，电话 18073196996

注销公告
长沙琳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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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电话：15116188685。◆刘德胜遗失二轮摩托车驾驶

证，档案编号:430107009606，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青健康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7 年 1 月 13 日核发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号:G10430124038
2418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龙家团鱼庄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卷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号码 065614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雨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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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云，电话 15973162961

注销公告
湖南大自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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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平，电话 18674826666

遗失声明
长沙卓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7 年 7 月 2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11796891207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红兴餐馆遗失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4303016000401
8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喻林家政疏通服
务部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湘潭
市中心支行 2013 年 11 月 18 日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为 J5530002486901， 开 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湘潭市分
行营业部 ，账号：4300150506
3052505912；另遗失由中国人
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于 2013
年 11 月 18 号核发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编号：G704303020024
8690X；声明作废。

◆肖波遗失由祁东县国土资源
管理局 2001 年 11 月 22 日核发
的编号为祁集用 2001 第 376 号
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巨州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821000004142；
另遗失慈利县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821687426429，声明作废。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罗燕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3141823005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壹陆陆捌皮具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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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华，电话 18573181668

注销公告
湖南千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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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霜茗，电话 13873205167

遗失声明
长沙市聚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6 年 9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 代 码 ：914301055954673
38T,特此声明作废。

◆杨国伟五台车辆合格证遗
失，车型：吉普牌/JEEP，车架
号：LWVEA3037HB017322，
LWVEA3031HB017297，LW
VEA3037HB017157，LWVE
A3039HB017158，LWVEA3
03XHB017346。

公司减资公告
岳阳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从
壹亿元减至玖千玖佰万元 ，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担保。 联系人： 赵光
明，电话：0730-8382587

遗失声明
临湘忠志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临
湘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82MA4L3X2962,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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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李妍希（父亲：李东，母亲：李
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1105320，声明作废。

◆曹宇翔（父亲：曹建坤，母亲：肖
艳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32083，声明作废。

◆姜明烨（父亲：姜勇，母亲：夏
美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F430179670，声明作废。

◆廖仁平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安部颁发的警官证，证件号：
060602，声明作废。

◆蒋瑜（父亲：蒋斌，母亲：黄宁
湘）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300996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富里镇东山烟花鞭炮制
造厂遗失醴陵地税局核发税务
证正本，号码：43028176072944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壹加壹叁拾叁度
网络会所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
14 年 1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 注册号 430211000012414，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雁舍堂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
局 2016 年 4 月 26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53447014097，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长沙慧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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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警神器”上线，1796名新手偷偷上高速被罚

有了它，“问题车”“套牌车”无处遁形
民警介绍，此次“立功”

的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是全
国联网， 满足各级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大范围车辆缉查布
控和预警拦截、车辆轨迹和交
通流量分析研判、交通违法行
为甄别查处等业务应用，为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打击
违法犯罪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的智能交通系统。

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根
据前期全国交通管理信息及
全国治安、 刑事案件涉案车
辆信息， 依托城市智能化交
通各个卡口， 对存在逾期未
检验、 逾期未报废、 假牌套

牌、报废车辆上路、有违法行
为且达到一定数量未处理、
涉嫌盗抢车、 涉嫌交通事故
逃逸车辆、 涉刑事治安案件
车辆等情况的车辆进行布控
识别， 并通知路面执勤民警
对相应违法车辆进行现场拦
截、检查。

车辆信息通过全国机动
车缉查布控系统直接下载到
本地数据库，当违法车辆从卡
口经过时，系统会对车牌号码
进行识别和自动对比，并在第
一时间在指挥中心发出报警，
报告车辆的行进方向、行驶位
置等信息。

对普通的驾驶人来说，该
系统起保护作用。比如车子被
剐蹭了， 对方车子却跑了、车
子被盗抢不知去向时，借用这
个系统， 可尽量减轻损失；车
子被套牌四处交通违法甚至
交通肇事等，将让套牌车辆无
处藏身。各类“问题车”在机动
车缉查布控系统下无所遁形，
只要被缉查布控系统发现，将
及时通知执勤民警，执勤民警
可根据系统信息， 及时拦截、
查验违法车辆， 一经查实，依
法处罚。未来将在全省越来越
多的高速路段安装，最终实现
全省全面覆盖。

拿到驾驶证不久，迫不及待偷偷上了高速，却没想到这样的
举动早被民警盯上了。记者12月20日从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获
悉，从8月1日到12月12日，我省已有1796名驾驶人“因在实习期
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无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
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的违法行为被处罚。

立功的就是缉查布控系统，通过连接高速公路上星罗棋布的
摄像头，对过往车辆进行实时监测、自动匹配，一旦发现违法车
辆，就会迅速报警。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娜

12月9日14时40分， 高警局
梨大队民警接到缉查布控系

统预警 ： 在京港澳高速往南
1492公里处， 发现一辆有交通
违法嫌疑的白色现代别克车
辆。 经过内网综合应用平台比
对，这台牌号为“湘D798××”
车辆相关联的驾驶人的驾驶证
处于实习期。

15分钟后， 民警在雨花收
费站广场将嫌疑车辆拦下。

经调查核实，该驾驶人持C1
证，处于实习期，实施了“在实习
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
驶，无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
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的
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
驶人龙某称，他在长沙收费站上

的高速，在雨花收费站下，没想
到民警速度这么快。

民警介绍，驾驶人在实习期
内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
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
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陪同的驾
驶人应乘坐在副驾驶位置，对实
习驾驶人进行指导。无驾驶人陪
同或陪同驾驶人不符合要求的，
将被处200元罚款。

此外， 老司机也须注意，假
如持有的是A2驾驶证，处在增驾
A1的实习期， 开大客车上高速，
就须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
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即要持A1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
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否则也将面
临200元的罚款。

实习期上高速被查

缉查布控系统将全省覆盖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12月20日发布公告，从
2018年1月1日起， 收费公路
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将正
式启用， 全国电子发票服务
平台（www.txffp.com）及“票
根”APP移动客户端也将同时

开通，届时，省内的ETC用户
可以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

根据规定， 客户必须提
前办理湘通卡（ETC卡）作为
通行车辆实车认证唯一凭
证， 并据此开具收费公路通
行费增值税发票。也就是说，

只有办理了ETC卡的用户才
可以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
同时，ETC用户产生的所有
充值及消费记录， 均不再开
具纸质发票。

■记者 潘显璇

明年起湖南高速通行费可开增值税电子发票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