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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威肯服装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4588959430）将增
值税发票系统金税盘（编号 66
153916826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信传媒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030813690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芷
江分公司遗失芷江侗族自治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08 年
11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1228000003
3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沅
陵分公司遗失沅陵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08 年 12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2220000033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韬普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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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宇琦，电话 15111330579

遗失声明
衡阳县关市镇洪关加油站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
00172320，号码 102203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九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51320，发票号码:02
494198，声明作废。

退出公告
根据国办发【2011】47 号和湘
政办发【2016】16 号的要求，
依据湖南省、市、县印发的关
于落后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
出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的规
定， 醴陵市富里镇东山烟花
鞭炮制造厂自愿申请退出烟
花爆竹生产， 并依法注销其
相关证照。特此声明！醴陵市
富里镇东山烟花鞭炮制造厂

遗失声明
永兴县樟树镇牲畜定点屠宰场
遗失永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证号 4310230000130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万德招待所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6 年 11月 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编号为：4301
04199001283527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芦淞区恒信易租办公设备商行
遗失空白湖南省国家税务通用
机打普通发票 20 张（三联），发
票代码：143001010338，发票号
码：03616241-036162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恒信办公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空白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 20 张（3 联）发票代
码：143001010338，发票号码：
03616241-036162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三体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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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电话 18573139303

注销公告
湖南大湘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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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龙 13974991524

存续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晟医疗器械
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决定，不再执行 2016 年
10 月 1日刊登在三湘都市报 A3
版的关于同意公司注销，成立
公司清算组的股东决定，公司
将解散公司清算组，终止清算，
继续存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
罗雄 联系电话 13874651550

遗失声明
怀化海航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通道门市部遗失通道县工
商局 2015 年 2 月 10 日核发注
册号 431230000007213 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娟遗失芷江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19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050173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耘耀遗失芷江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09 年 6 月
12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036
375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喻牛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小兰，电话 1587466083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燕津丽华食品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4300173320，发票号码:
060501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大自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投标保证金专用收据 1 份，
金额 :5000 元 ;票据号码 :5028
5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大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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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周英，电话 13467555670

遗失声明
涟源市柏华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涟源市国税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38232068509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6）湘 0102 执 3106 号之二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俞
沈铁、南惠京名下位于长沙市
岳麓区金星南路 29 号枫桥苑
4、5 栋 1301 房、编号为长国用
（2016）第 111917 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益阳市楚才保障性住房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广汽
本田奥德赛车型合格证一份，
车架号 LHGRU184XH800555
6，合格证号 WDL03172190
0885，合格证纸张编号 219008
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亿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5 年 2 月 12 日
换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
01050000955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英伦大宅装饰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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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业，13786882567

遗失声明
平江县智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两联，代
码 4300142620,号码 00573138,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新程佳润医疗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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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勇，电话 18673316964

遗失声明
株洲开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芦淞区工商局 2013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430200000124313；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08916752-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阴鸿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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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球元，电话 1557609269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骏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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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玲，电话 18627518026。

注销公告
株洲梵海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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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电话 18173361558

注销公告
湖南尊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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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德，15387571902

遗失声明
湖南森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5 年 2 月 12 日
换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105000067332；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809300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新风高温材料制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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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团，电话 18229876290

注销公告
湘乡市宏基经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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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基固，电话 1397320114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宏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3 年 12 月 11日核发的
注 册 号 为 430102000040473 的 营
业执照副本(2-2)S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万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代码为 5549
06517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芦淞区兄弟实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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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必祥，电话 15678881523

注销公告
株洲市兄弟家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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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必祥，电话 15678881523

注销公告
株洲市国美联合贸易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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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必祥，电话 15678881523

清算公告
岳阳金桥道和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胡迎辉 13807300338

注销公告
桑植县天星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金儿堡炭质页岩矿经股东会决
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全金凤 18073180312

注销公告
桑植县春晖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定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杜家耀 电话 15074410328

注销公告
湖南省铂锐特不锈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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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小姐 0731-844596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春成蔬菜经营部
（税号 43058119870728053901）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发票代码：4300164320， 发票号
码：13865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东岳观镇三桥建材厂
（普通合伙）遗失由慈利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7 月 1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8210000095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信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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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俊杰，电话 18674370828

遗失声明
湖南京德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 430302329514955）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54130，发票
号码：01261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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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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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长沙迷思电子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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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俞羲，电话:15974112588。

遗失声明
平江县三兴肉牛养殖场遗失平
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26000022080，声明作废。

征求意见稿提出， 禁止
在高层建筑地下三层及以下
设置商场， 禁止在高层建筑
地下二层及以下设置公共娱
乐场所。此外，高层建筑内的
儿童活动场所应当设置在一
至三层， 且应当设置独立的
疏散楼梯、安全出口。高层建
筑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
要素综合演练， 建筑高度超
过一百米的高层公共建筑应
当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全要

素综合演练。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禁

止在高层建筑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
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
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置电
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的
场所。电动自行车存放、充电
场所应当独立设置，并与高层
建筑保持安全距离， 配备必
要的消防器材， 充电设施应
当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针对欧盟日前发布涉华报告
及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表示，欧
盟对中方采取歧视性不公正限制
措施、 却绝口不提自己违反世贸
规则的行为“太虚伪”。中方敦促
欧方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
时，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
者问：据报道，20日，欧盟委员会
发布涉华报告， 对中国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品头论足。同日，欧盟
反倾销调查新规修正案正式生
效，引入市场“严重扭曲”概念，明
确规定在符合市场“严重扭曲”情
况下， 欧盟可选择第三国或国际
市场价格或成本来确定是否存在
倾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欧盟发表有关报告
对中国经济发展说三道四，巧立名
目对中方采取歧视性不公正限制
措施，却绝口不提自己违反世贸规
则的行为。这种“坦然”采取双重标

准的做法太虚伪。在当今世界各国利
益交融日深的形势下，用零和博弈思
维来应对本应互利共赢的合作，无疑
是刻舟求剑，只会损人害己。

华春莹说， 商务部发言人已就
欧盟公布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
发表谈话。她说，中方敦促欧方严格
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善意、全面履行
国际条约义务， 避免滥用贸易救济
措施，维护中欧贸易合作关系大局。
同时，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
方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儿童活动场所应设置在一至三层

高层建筑地下三层及以下拟禁设商场

外交部回应欧盟涉华报告:采取双重标准“太虚伪”

日前，公安部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加强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遏制高层建筑火灾事故发生。

此外， 征求意见稿还要
求高层公共建筑应当明确专
人担任消防安全经理人，负
责整栋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
工作。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
高层公共建筑应当聘用具备
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的人员
担任消防安全经理人。 每栋
高层住宅建筑还应当明确一
名消防安全楼长， 由业主委

员会委员、业主代表、物业服
务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者基层
消防安全网格管理人员担
任。

社会公众可在2018年1
月20日前通过中国政府法制
信息网、 公安部网站或电子
邮件、 信函等方式对征求意
见稿提出意见。

■据新华社

禁止在地下二层及以下设公共娱乐场所

公众可在明年1月20日前提意见

12月21日，在韩国堤川市，起
火大楼冒出滚滚浓烟。韩国消防部
门21日说，韩国忠清北道堤川市一
运动中心当天下午发生火灾，目前
已造成16人死亡。火灾发生于当地
时间15时53分， 起火的运动中心
是一栋8层建筑， 起火点位于运动
中心1层停车场， 随后火势蔓延至
整栋建筑。 火灾导致被困在2层浴
室的16人死亡， 另有10余名伤者
已被紧急送往医院。 新华社 图

韩国一运动中心
发生火灾已致16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