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地铁
实现移动支付

乘客在杭州地铁
丰潭路站体验移动支
付过闸乘车。杭州地
铁2号线于27日全线
通车，同时杭州地铁
72个站点可实现移
动支付过闸乘车，杭
州也成为首个移动
支付公交地铁全覆
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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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
计师杨长风27日在北斗宣传
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仪式
上表示，我国将以北斗系统
为核心构建新时空体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
我国重要的信息基础设
施， 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构建新时空体系

“2035年前，我国将以
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起覆
盖空天地海、 高精度安全
可靠、 万物互联万物智能
的新时空体系。” 杨长风
说， 新时空体系将显著提
升国家时空信息服务能
力， 满足国民经济和国家
安全需求， 从而为全球用
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杨长风透露，2018年
年底前后将发射18颗北斗
三号卫星，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还将
主办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
际委员会（ICG）第十三次
会议及上海合作组织卫星
导航圆桌会议等活动。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

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发言人冉承其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北斗系统开通五周年新闻
发布会上说， 加快构建基
于北斗的国家综合定位、
导航、授时体系，提供基准
统一、 覆盖无缝、 安全可
信、 高效便捷的定位导航
授时服务。“2017年11月5
日， 北斗三号首批组网双
星成功发射， 目前卫星状
况良好，信号播发正常，满
足指标要求。”冉承其说。

他同时表示， 卫星播
发的B1C和B2a两个互操
作新信号图形，在前期发布
B1C、B2a信号接口控制文
件（测试版）的基础上，今天
正式发布B1C和B2a信号
接口控制文件（1.0版），北
斗官方网站将同步上线。

将像水、电、互联网
一样成为公共服务

北斗已走出国门，正
加速融入世界。冉承其说，
全面开展大国合作， 成立
中俄卫星导航合作项委
会，成立中美、中欧卫星导
航合作工作组。 建成开通

中俄卫星导航联合监测平
台，与美、俄分别签署系统
兼容与互操作联合声明，
为多系统实现共赢， 全球
用户享受更加高效可靠服
务做出中国贡献。

“北斗成为第三个被
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卫星
导航系统， 已被国际民航
组织认可为卫星导航核心
星座， 获得提供北斗星基
增强服务的国际资源，为
全球提供免费搜索救援服
务，基于北斗的第三、第四
代移动通讯定位业务等国
际标准规范已正式发布。”
冉承其说。

冉承其表示， 北斗系
统高精度位置服务正像
水、电、互联网一样，成为
公共服务。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
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
航系统发展道路， 逐步形
成“三步走” 发展战略：
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
系统， 向中国提供服务；
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
系统， 向亚太地区提供服
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
全球系统， 向全球提供服
务。 ■综合新华社

20万辆摩拜共享单车的车座竟成了
另一家公司的移动广告载体， 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多地街头出现。对此，北
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其赔偿损失，并
公开发布声明消除不良影响。27日， 浦东
法院正式立案受理。

据悉，本案中的被告为上海会甲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某网站的经营
者，从事线上的会议场地搜索、比价、预订
平台的相关业务。

摩拜公司认为， 被告将自身小广告套在

原告所有的摩拜单车车座上，恶意利用摩拜单
车拥有的用户群体及原告的商誉，推销自己的
品牌及服务， 破坏与贬低了原告商业形象，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是一种
典型的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构成了
对原告所有的共享单车物权的不法妨害。

因此， 摩拜公司日前至浦东法院起
诉， 请求判令被告会甲公司立即停止侵
权；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经济损失、
合理费用100万元；赔礼道歉，并发表公开
声明消除不良影响；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据新华社

遗失声明
长沙雁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11933831833，声明作废。

◆彭卫星不慎遗失一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专业：房屋建筑，
证书编号：05430103404434088，
发证时间：2006 年 10 月 17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杰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5年
11 月 23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
00027021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蓝山红石场遗失蓝山县
工商 2013 年 1 月 14 日核发注
册号 431127000003765 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恒升林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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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波，电话 13397547811

◆张韧松（父亲：张铎瀚，母亲：唐
殊）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847578，声明作废。

◆黄兴瑞（父亲：黄维勇，母亲：
邓李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84408，声明作废。

◆严梓瑞（父亲：严俊华，母亲：
邹亚）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9315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红烨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11 日核发注册
号 430600000075903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天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4 年 4月 22日核发注册号 430
600000080567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合意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高桥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6541001;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1102654
100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平江首丰原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14 年 7 月 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626
000023210;另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号:32057
2956;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9143062632057295
62;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皓体育文化咨询服务（湖南）
有限公司（税号:430105329403
294）遗失一式三联发票一张，
发票号码为 00866545，发票代
码为 43001611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格节能门窗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11799
130753P）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乾鹏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 23份，代码:43
00153130，票号:01597604、
01597605、01484981-01
484989、01484999-01485
0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味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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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唯真，电话 13973132323

继续经营公告
湖南澧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在三湘都市报
上刊登了本公司注销公告，现经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7 年 12 月
26日决议继续从事经营活动，解
散公司清算组，并撤销 2016 年
4 月 5日在三湘都市报上刊登的
注销公告，特此声明。

湖南澧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 12 月 27日

遗失声明
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供销合作
社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8月 4月 2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82100
0002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甘堰乡苎麻专业合作社
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 5 月 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821NA000
08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远县中誉诚信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宁远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年 9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1260000
12603；组织机构代码 3528537
2-8；税务登记号 43112635285
3728，声明作废。

◆罗俊遗失湖南东润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认筹金 5 万元
收据，单号 00086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鼎尚建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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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童，电话 15874173458

注销公告
长沙市晶鑫源建材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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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焱，电话 15874173458

◆阳易（父亲：阳洪忠，母亲：汤
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C430001822，声明作废。

◆洪长乐（父亲：洪宁旭，母亲：王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422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我味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市雨花区马王堆南路 258 号
现代商贸城 2 栋 1209 房。 联系
人：蔡艳平 电话 18173859003

注销公告
桑植县兴河萤石矿（普通合伙）
经合伙人一致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潘俊 电话 13906887315

遗失声明
浏阳市荷花喜喜龙虾夜宵店（税
号 43068119830710861201）遗失
国税局定额发票 6 本，发票代码
143001613427，号码 15165001-
15165150，发票代码 1430016134
27，号码 10120001-10120100，
发票代码 143001613427，号码 10
645001-10645050，现声明作废。

◆柳冰遗失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核
发的湖南省行政执法证， 证件编
号：湘 010118001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风筑景园林景观设计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13 年 5 月 15 日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0682199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方达制冷设备维修
服务部（430202600108766）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尚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段先生 联系
电话：13607434331

◆雷叶遗失注册会计师证，证书
号码:432010023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汇智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邱
丽平，电话 15907301455

遗失声明
花垣县爱心药店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花垣县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694000152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粮油生产技术服务中心
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821000002976)；
遗失由慈利县国家税务局 2008
年 1 月 24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82170737805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环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 430111093075799）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7 份，
发票代码 4300141620，发票号
码 00928614-00928640（已作废
票），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6份，发票代码 4300161130，
发票号码：00347015-00347030
（空白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子宣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100003
96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佳音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代
码 4300154320，发票号码 0279
6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阳市马家民族环保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遗失邵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500MA4L6URXXB，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友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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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绯文 电话 1524364925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万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经
投资人决议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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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电话 15673062503

遗失声明
澳龙生物技术（长沙）有限公
司（税 号 91430102074967978
F）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6
4320，发票号码 137943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西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税 号 430102689549932） 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 4300124620，号
码 00991046、02970257；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 票 代 码 4300123140， 号 码
009699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艺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税 号 430102085405153）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第二联），发票代码 43001713
20、发票号码 270622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顺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1 年 6 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2-2）S，注
册号 430103000075218；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
1035676676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小葵花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
397398992P）遗 失 已 作 废 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份，发票
代 码 4300154130， 发 票 号 码
01991027、019910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概念（长沙）行为心理研究
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2年 3 月 26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0104000054
506（2-2）S 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千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43320，发票
号码：00005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九博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2-1）S，
注册号 430103000062683;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557601807，声明作废。

◆周新元（身份证号：43032119
7801113524）遗失报名协议，
协议号 11010085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楚之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33972864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
据五份，号码为：
湘财通字 2016（214634277），
湘财通字 2016（214634438），
湘财通字 2016（214634567），
湘财通字 2016（214635455），
湘财通字 2016（221881806），
购领证号 083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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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
院李依阑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08123003005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遗
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
据两份，号码为：
湘财通字（2014）170626856,
湘财通字（2014）170626858,
购领证号：0830,声明作废。

◆钟健英遗失湘 N67842 班线牌，
牌号 160510，路线：黄溪口片区，
声明作废。

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新时空体系

北斗将像水、电、互联网一样服务公众

20万辆单车被套上车座广告，摩拜索赔1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