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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隆回县高坪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隆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5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3052400
0021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九洲会展有限公司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
源分局 2011 年 6 月 1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81
1000002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路鑫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云溪分局 2012 年 7 月 3 日核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60300000327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云溪区路鑫贸易有限公
司 2017 年 12 月 21 日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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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小毛，电话：13517301323

遗失声明
平江县恒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20 日核对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0626
69180739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南线汽车维修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汝城县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263385
18974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资兴市蓼江镇营业所遗失资
兴市工商局 2014 年 6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810000073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青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6 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11MA4LD86R57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旺福种养专
业合作社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屈原分局 2016年 5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0600MA
4L46YY6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民和林木产业基地专业
合作社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9 年 7 月 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21
NA00003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溆浦县驰风进口汽车修理厂遗
失已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代码：4300171320，号码：26
1105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兴县富绿果业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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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政，电话 15869829048

遗失声明
岳阳合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60
000888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招康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4 年 7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920000509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领动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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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龙
妹，电话 13017282221

注销公告
株洲瑞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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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美
林，电话 13378037767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新冷江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望城分局 2015 年 8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301220000778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德艺品尚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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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智轩，电话 13397330003

遗失声明
长沙南铭密封件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 年 1 月 13 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430
1050000925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南铭密封件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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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叶飞，电话：18008460360

遗失声明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税号 914300000997497
908）遗失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1 份，代码 3100164
30，号码 02179869，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茂源门窗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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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东，电话 13516574022

遗失声明
株洲湘洲电动电混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30200000088564；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211578638035； 遗 失 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 ：
5786380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县洪宜特种种养殖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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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利军，
电话 15386236998

遗失声明
湖南继明贸易有限公司将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22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10000
0204279，组织机构代码证 34
475898 -2，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国）430103344758982， 税 务
登记证号（地）430103344758
98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梅子湖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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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劲 13574237988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兴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13810000233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林夕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株洲县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221NA000272X；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221320604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尚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天元区工商局 2015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2110000202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都得利超市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1381000003983； 遗 失 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367932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青山江笋竹种植专业合
作社遗失炎陵县国税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22
50642267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锜峰大酒店遗失衡阳县
国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4210929396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东风乡惠农农业机械服
务专业合作社遗失炎陵县工商
局 2010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225
NA000035X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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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罡明，电话 13786304888

注销公告
株洲市易家不动产项目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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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罡明 13786304888

遗失声明
湖南巨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识别号 91431322550701
32XU) 遗失已填开作废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 5 份，发票代
码 4300162350，发票号码 0128
9488、01289489、01979080、
01979081、019790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金联智胜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
15 年 8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138100002431
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3528346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扶展翅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
17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个体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1381MA4LA5ND4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米机世界农机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3 年 1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 号 431382000015487；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 0601284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云腾模具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7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3010209542653XW，
另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0
份，发票代码：4300133620，号码：
01599376-01599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欧祺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321MA4L9U2B7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晟兴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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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治强，电话 18273153380

注销公告
长沙喜安高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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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志，电话 13307310277

注销公告
长沙龙腾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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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龙，电话 13507472955遗失声明

金海沃店遗失联通机打收据，
票号为：00881864,00882077，
00881978,00881984，017249
68,01725027，01725067,共 7
份，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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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北京建达道桥咨询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91430104774483712D）
遗失税控盘一个，遗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 10 份：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4300153130 02104671
4300153130 02104672
4300153130 02104673
4300153130 02104674
4300153130 02104675
4300153130 02104676
4300153130 02104677
4300153130 02104678
4300153130 02104679
4300153130 02104680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0 份
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
4300124620 02436041
4300124620 02436042
4300124620 02436043
4300124620 02436044
4300124620 02436045
4300124620 02436046
4300124620 02436047
4308124620 02436048
4300124620 02436049
4300124620 02436050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世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 年 3 月 3 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300
0000876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恒固石材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6 年 6 月 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460
05428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献沖森工林场遗失平江
县税务局核发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626197408092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3351664511）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联）， 发票代码 4300161320，
发票号码 00384041，声明作废。

本报12月27日讯 今天，湖
南本土商业公司友阿股份与湖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友阿奥特莱
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这也是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首次与企业
达成合作。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杨杰介绍，此次“检企合作”过程
中，将优先复制推广创新制度、优
先试行检验检疫改革创新措施、
优先探索个性化服务。如，通过在
湖南友阿开展奢侈品等其他自营
进口产品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建
立“一企一策”保姆式服务方式；
实施进口食品、奶粉、保健品、酒
类等分级分类管理、预检验、第三
方采信等创新措施。 据三湘都市
报记者了解，在海外直采方面，友
阿股份正不断扩大商品直采布
局， 加速拓展自营进口和跨境业
务，将公司进口业务从宁波、深圳
等沿海城市转移至长沙口岸。

“此举主要为推动湖南本土
跨境电商平台做大做强， 强化本
土商业品牌在对外贸易中的价值
创造能力， 确保进境产品质量安
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杨杰强
调。 ■记者 朱蓉

移动消费时代下， 叫外
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
式。对于“重口味”、“呷得刁”
的长沙人来说，2017年，哪些
菜品最受欢迎？

12月27日， 网络订餐平
台饿了么发布2017年外卖大
数据报告， 数据显示， 长沙
2017年外卖订单量居全国第
14位，平均每单消费38元，辣
椒炒肉盖码饭再次问鼎最受
欢迎单品，皮蛋瘦肉粥“异军
突起”名列第二。

男性更爱点外卖

饿了么提供的大数据显
示， 长沙地区的外卖订单量
在2017年增幅惊人， 同比增
长89.4%， 交易额较2016年
增长了1.3倍。

2017年长沙地区的外卖
订单量位居全国第14位，平
均每单价格为38元， 较全国
平均水平40.8元略低， 其中
过半外卖订单的消费水平是
在20元-40元之间，当然，订
单金额超过50元的比例也不
低，接近20%。

从长沙点外卖的顾客来
看，男性占比57%，女性占比
为43%， 但女性在点外卖时
平均消费更高。

辣椒炒肉成单品王

三湘都市报记者梳理饿了
么近三年发布的大数据发现，
2015年和2017年，辣椒炒肉均
问鼎最受长沙消费者欢迎的单
品，2016年，辣椒炒肉在盖码炒
菜类订单中排名第一。 数据还
显示，相比2016年，皮蛋瘦肉粥
和香辣鸡腿煲今年可谓“异军
突起”，跻身长沙最受欢迎的十
大外卖菜品名单。

在非餐部分， 长沙果蔬
生鲜的订单2017年同比增长
159%，商超同比增长108%，
鲜花绿植则有68%的增长。
可以说，除了吃吃吃，通过网
络渠道送鲜花、点水果，给家
里买水买纸买油盐酱醋的消
费群体都在快速增长。

近七成订单来自白领

2016年， 长沙地区的外
卖订单量六成的订单来自白
领，其余四成来自高校；交易
额白领占了75%， 高校则是
25%。2017年，白领仍是长沙
外卖订单的主力， 订单量占
比达到67%， 交易额占比达
到80%， 高校的订单量和交
易金额占比均下降。

而在长沙各大高校里，

点外卖最多的是长沙理工大
学云塘校区， 长沙医学院和
湖南农业大学紧随其后。

由于学生所处位置集
中， 在长沙订单最多的十大
区域里， 大学占了前9位，白
领区域的第一位堪堪排上第
十位， 是马栏山商圈。 回顾
2016年， 马栏山也是白领商
圈单量王。

每天11点至14点， 长沙
会迎来一天的外卖点单峰
值， 订单量占到了全天的
41%左右，17点至20点，迎来
晚餐点餐高峰， 订单量占到
了全天的32%左右。

■记者 潘显璇

2017年长沙吃货大数据：白领和高校学生是外卖消费主力 点单王一年点680单外卖

长沙人恋旧，辣椒炒肉仍是最爱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长沙
2017年的外卖点单王是一位姓陈的
先生， 共计680单， 总金额不到3万
元。陈先生自己开店做生意，平时在
店里不能做饭， 所以使用饿了么点
餐的频率很高。

“什么时候饿就什么时候点，点
的都是吃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吃的基本上都是盖码饭， 标准湖南
口味，有辣椒、口味好、下饭是选择标
准。“店铺上午11点开始营业，早饭基
本忽略，算下来一天点两顿很正常。”

得知自己这一年的订单总金额
不到3万块，陈先生直呼“不可能”，
“我有两个手机轮着用，这统计的只
是其中一个账号。”

长沙点单王
一年点680单外卖

长沙点外卖顾客
男女比例 男性占比

57%
女性占比
43%

长沙外卖消费
价格区间分布

10元以下 2.8%

10元-20元
15.7%

40元-50元
10.3%

50元以上
19.3%

30元-40元
23.5%

20元-30元
28.4%

延伸阅读

▲

▲

我省首推“检企合作”
进口食品、奶粉等
将分级分类管理

■制图/言琼 刘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