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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份进口工业品不合格信息公布，跨境电商渠道、快时尚品牌成“常客”

数千件“问题”纸尿裤被销毁
我省5家加油站上黑榜

本报1月2日讯 今天，湖南
省质监局公布了2017年我省车
用燃油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
结果， 共涉及278家企业的758
批次产品。

抽查结果数据显示， 共发
现不合格产品6批次，产品不合
格率为0.79%； 合格产品752批
次，产品合格率为99.21%。其中
汽油抽查476批次，发现不合格
产品4批次， 产品不合格率为
0.84%；柴油抽查282批次，发现
2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0.71％。
抽检结果显示， 硫含量超标和
抗爆性不达标为主要受检不合
格原因。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在
2017年抽检中被检出不合格的5
家加油站分别为宁乡县太古加
油站、宁乡县双凫铺镇月华加油
站、宁乡县双江口兴农加油站以
及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加油站、
长沙铁路多元经营发展集团公
司车站南路加油站。

其中， 长沙铁路多元经营
发展集团公司车站南路加油站
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均被检出
硫含量超标。 ■记者 朱蓉

【关键词：跨境电商】
一大批品牌日化用品被销毁

凭借母婴用品迅速在国内
打开市场的跨境电商平台正面
临着应对商品质量问题。在国家
质检总局公布的《2017年11月
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信息》 中，
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大量纸尿
裤、 卫生巾等商品因外包装破
损、超过保质期而被销毁。

据统计，由宁波保税区嘉里
大通物流有限公司进口的206件
纸尿裤因外包装破损而被销毁，
涉及尤妮佳、花王、好奇和LEC
等日韩品牌；另由宁波保税区宁
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
的1428件纸尿裤、1000件卫生

巾则因超出保质期而被销毁，涉
及尤妮佳、大王、好奇、花王和花
王乐而雅等品牌。

业内人士认为，在商品进口
过程中，由于运输时间长、装卸
次数多， 货物容易遭受挤压变
形、受潮折断等损害，这更敦促
厂家及进口商在商品包装、物流
运输等方面不断进行改善。

【关键词：快时尚】
上千件服装游离甲醛超标

不时传出因受检不合格而
被退运的快时尚品牌也再次上
榜。

根据质检总局公布的相关
数据显示，由迅销（中国）商贸有

限公司进口的UNIQLO（优衣
库）品牌1776件修身无褶长裤因
游离水解甲醛含量值超标而被
退运，由爱特思亚太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进口的24件ZARA品牌
棉制机织男成人长裤因耐水色
牢度未达标而被销毁。

此外， 还有4件由重庆瑞利
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口的
亚卡迪男童针织毛衣因附件最
大尺寸和抗拉强力不合格而被
销毁。

据了解，耐水色牢度不合格的
纺织制品，容易出现染料的脱落和
褪色，影响美观，且脱落的染料分子
或重金属离子也可能通过长期与
皮肤接触而被人体吸收，并最终对
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危害。

【关键词：湖南本土】
一款医疗器械被退运

值得关注的是， 在此次的
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信息表
上， 少有的出现了由湖南企业
进口的产品。 由湖南省科学器
材 进 出 口 公 司 进 口 的 德 国
BRAIN多导联神经电生理测量
仪因无法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许
可证而被退运。

据了解， 医疗器械注册证
书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统一印制的， 产品如拥有该
证书， 则表示符合国家相关管
理部门的认证和认可， 是医疗
器械正规销售的必备材料之
一。

上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2017年11月
我国入境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相关信息。值
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备受市场喜爱的跨境电
商销售渠道再次出现数千件纸尿裤、 卫生巾
等日化产品，如花王、大王、尤妮佳等品牌因
超出保质期、包装破损等原因而遭销毁，而优
衣库、Zara等快时尚品牌也有一千余件商品
因游离甲醛超标等原因被退运。

■记者 朱蓉

注销公告
长沙通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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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漓湘路 98号。 联系人:曾思
达,电话 0731-84027200遗失声明

张家界易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
5954879968）遗失财务章及黄
凯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强锋化工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强，联系方式 13907303881
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 12月 21日

遗失声明
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浏阳分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浏阳支
行 2013年 5月 13日颁发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J55
10020882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麻阳兰村朋来餐馆遗失通用机
打发票 2 份，代码 143001619928，
号码 03038336、030383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几米家装饰建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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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坚 电话 18569393935

注销公告
蓝山县旺商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蒋勇花 电话 15399850413

遗失声明
新田县传统古村落保护修缮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遗失邮政银
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56
590000189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翠峰农林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湘潭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1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32132944121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群威牲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岳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年 7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注册号 :430621NA000
290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麒麟养鱼专业合作社遗
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124NA0005
56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钱当当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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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电话 18973318066遗失声明

长沙泊富装饰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3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11000
12648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龙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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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品武，电话：15974165430

注销公告
湖南好好开车汽车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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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强，电话 13874962783

注销公告
长沙元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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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娇，电话 18569469808

注销公告
湖南闪耀绘新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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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林，电话 18684668248

注销公告
长沙合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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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日发 ，电话 15874881868

注销公告
湖南秀山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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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芙蓉区杨家山东方之珠
商住大厦 1304 房。 联系人：廖
昭才，电话 18665313120

遗失声明
长沙宸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3 月 8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9143011139969324XE，
遗失法人（全伟）印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进行注销清算组备案，现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等原因，经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序，
不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特此声明。
长沙鼎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鲁文星，电话 18711777166

遗失声明
会同县姜辣王饭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31225MA4M4H
L57X）遗失普通增值税发票 2
份，代码 499934267257，号码
26695613、266956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思清辰迈广告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解散， 请各位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唐兰兰 15364001232

遗失声明
长沙得力开锁有限公司（税号
43010459756801X）遗失已作
废湖南增值税普票发票 1 张
（第二联），发票代码 430016
4320，发票号码 216359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爱捷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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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娟，电话 13207315980

注销公告
长沙聚券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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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电话 18570646995

遗失声明
长沙天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23940
65826X，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省图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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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美，电话 13974020121

遗失声明
车友缘汽车服务中心不慎丢失
通用卷筒开票税控机，机器编
号 003040129769 税控卡号 880
006470431,用户卡号码 88100
6419121,发票代码 143001510
128,发票起始号码 08296101-
08296150,户名:文美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兆恒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一份, 代码 4300164130,
号码 051577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花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
51 份，代码 4300124620,号码 :
00750466-00750472、00750692-
00750718，00750860-00750862，
00750897-007509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萌宝小吃店遗失
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0112MA4M1U7B6U，
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市场行情好转原因，经
股东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
序 ，不再注销，继续经营 ，由
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
由本公司及股东承担。 特此声
明。 长沙乐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联系人：唐朝晖 18311335308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在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进行注销清算组备案，现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等原因，经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序，
不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特此声明。
湖南银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桥，电话 13825783543

注销公告
长沙冰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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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敏，电话 15211063778

注销公告
湖南友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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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如，电话 18229976599

遗失声明
湖南访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7 年 6 月 22 日换发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L53AW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海贼王网吧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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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杰，电话 13874855514

注销公告
长沙忆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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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岚，电话:13574823987

遗失声明
慈利县红发木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82100001504
4 及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代码：32054224-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捷铁快运服务部
遗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7月 7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102197012
20051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惠似锦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7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44934
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南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
联）1 份，代码 4300164130，号
码 02719356，遗失（记账联）
3 份，代码 4300164130，号码
02719357，02719358，02719359，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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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宁乡县水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冀金秀 13875856858

遗失声明
经济开发区荣华不锈钢厨具经
营部遗失怀化市地税局 2011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43138219730
22400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永俊诚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核发机构信用代
码， 代码 G1043112900023680E，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锦隆同创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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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鸽，电话 13777016661

注销公告
长沙朗跃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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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春霞，电话 17363993965

遗失声明
长沙铭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5
5800671R)遗失 (雷小福 )私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安丰中心卫生院遗失
同名财务专用章 1 枚 (编码
4307210000753)，声明作废。

“
一大批进口商品因质量问题被销毁或退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