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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市湘桂歌立方娱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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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必钦 13207755666

遗失声明
湖南爱茵体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注册号 91430105
7880141595，声明作废。

◆彭南彩遗失斯威 x7 合格证，证
号：XZ2081612090004 车架号：
LM6AFAAHXGX000116，声明作废。

◆李湘群遗失安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发票 430015432004
8637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千上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超，
联系电话 1569999863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新安健康咨询服
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12 月 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3600328760，声明作废。

◆刘凤娣遗失长沙通信职业技
术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
业证书，证号：12845120090600
06 09，声明作废。

◆邹恩麒（父亲：邹正良，母亲：
邱武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58265，声明作废。
◆张瑞祥（父亲：张志豪，母亲：
何玉荣）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Q430770824，声明作废。

◆蒋沅宏（父亲：蒋志强，母亲：周
寒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G430441124，声明作废。

◆本人廖百威， 于 2018 年 1
月 6 日不慎遗失证件号码为：
430105199303123015 的第二
代身份证一张，声明作废。

◆陆锦滢（母亲：李兰，父亲：陆国
桂）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958003，声明作废。

◆向兰（父亲：向智刚，母亲：李玉
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B430087330，声明作废。

◆刘佳遗失吉首大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工学学士专业学位证书，
证书编号 1053142011103218，
声明作废。

◆邹佳（父亲：邹得祥，母亲 ：肖红
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69016，声明作废。

◆刘金垚（父亲：刘超，母亲 ：段
芳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78743，声明作废。

◆黄伟遗失衡阳津湘万华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第四联，发票代
码 143001520660，发票号码 024
30421，声明作废。

◆刘建时遗失律师执业证书，
证号 14301201420673773，流
水号 10599771，声明作废。 ◆冯豪柱（父亲：冯卫祥，母亲 ：喻

光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14723，声明作废。

◆彭礼萍（身份证号码 4313821
99005160023）遗失 长 沙 市 望
城区乾源国际广场 1-2506 的
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
（141）湘地现 05105031，2014 年
12 月 8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契
税 10583.1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公路管理局遗失丁家
渡公路超限检测站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 编号： 安规选
（2014）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德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2、3 联）
一份，发票代码 4300163130，发
票号码 0662517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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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国际油价出现强劲
势头，纽约商品交易所及伦敦洲际
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双双走出了
每桶60美元上方的开年行情，创两
年半以来新高。受此影响，多家社
会机构监测的原油变化率一路走
高。1月12日，2018年首个油价调整
窗口将开启，届时预计迎来上涨。

国际油价持续走强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数
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连续六周录
得下滑，且产量出现两个月以来首
次减少。而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连
续三周持平于747座。

同时，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席
卷全国，引发了市场对该国原油生
产或将被迫中断的担忧，提振油价
大幅走高。整体来看国际油价以震
荡上行为主。

1月5日， 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
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7
美元，收于每桶61.44美元，跌幅为
0.92%。上周该油价累计上涨1.7%，
连续第三周上涨。3月交货的伦敦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45美
元， 收于每桶67.62美元， 跌幅为
0.66%。 布伦特原油连续第三周上扬，
最高触及68.27美元，周涨幅达1.27%。

金联创数据显示， 截至1月8日第

六个工作日， 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64.36美元，变化率4.42%，对应汽柴油
价格每吨将上调135元。 而卓创资讯
监测的最新原油变化率为3.39%，预计
上调幅度也为每吨135元。

或延续“柴弱汽强”格局

“本轮调价窗口为1月12日24
时， 鉴于后期国际油价或仍维持
在高位区间震荡， 本轮变化率正
向区间延伸，2018年零售价首次
调整或上涨。”金联创分析师韩丛
判断说。

这一预期利好国内油市， 但受
基本面影响， 汽柴油价格涨跌互现。
韩丛认为，多空因素作用市场，预计
国内成品油市场或延续“柴弱汽强”
格局。 ■据经济参考报

记者1月9日从长沙经开区
获悉，2017年，长沙经开区汽车
及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首次突
破千亿元，达1011.6亿元，成为
该园区首个千亿产业集群。其
中整车生产企业789.6亿元，增
长46.7%；零部件生产企业222
亿元，增长28.5%。

【突破】
产值破千亿元
整车产能超百万辆

作为全省最大汽车产业集
聚地， 长沙经开区去年的汽车
产业再次实现强劲增长。 据最
新统计数据， 去年长沙经开区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首
次突破千亿元，达1011.6亿元，
增长42.3%。

据介绍， 去年园区有广汽
三菱欧蓝德、 上汽大众斯柯达
柯迪亚克、 长丰猎豹CS9�EV、
广汽三菱祺智、众泰君马S70等
车型相继投产或达产， 使园区
整车产能一举超过100万辆。园
区六大整车企业中， 就有上汽
大众、广汽三菱、广汽菲克、长
丰集团4家产值过100亿。园区
全年新增的3家产值过100亿
元企业中，有2家是汽车企业。

【提速】
“腾笼换鸟”
加快项目建设

据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园区加快了汽车产
业的项目建设步伐。2017年12
月8日，由园区代建的长丰华湘
（猎豹）工业园项目正式竣工投
产， 总投资超过50亿元，“从开
建到试生产仅9个月”。

2017年2月，由园区代建的
索恩格汽车部件项目开工建
设，总投资10亿元，当年8月31
日厂房交付使用，2018年1月，
厂房整体移交索恩格汽车部件

公司使用并正式投产。 该项目
全面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50亿
元，税收3亿元，成为高质量项
目的典范， 其中国总部和全球
研发中心于本月落户园区。

2017年3月，广汽三菱发动
机及整车技改项目正式开建，
并预计于2018年底正式量产，
届时， 将填补湖南自产汽车发
动机的空白。2017年11月，烁
普汽车动力锂电池隔膜项目正
式签约并开建。该项目总投资50
亿元，将充分利用山河智能原第
三产业园进行生产线改造。

【目标】
率先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

园区负责人表示， 去年以
来，长沙经开区以“2025年全面
建成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为
目标，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逐步实现产业
智能化、 智能产业化。2017年，
园区汽车企业涌现出一批智能
生产、智能产品、智能服务。

博世汽车工业4.0示范基
地建设如期完成， 成为全省首
家德国工业4.0标杆企业；上汽
大众将实现6种车型共线生产，
与广汽菲克等企业被誉为世界
级智能制造工厂的典范； 众泰
汽车二期项目涂装车间完成改
造， 技术研发和自动化生产能
力大幅提升。

在2017年9月全省产业发
展现场推进会上， 省委书记
杜家毫称“博世汽车是家门口
建起来的‘工业4.0’ 样板工
程”，“上汽大众、博世汽车等企
业都是智能制造的典范”。截至
2017年底， 园区共创建国家级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1家、省
级智能制造企业4家、省级智能
制造车间3个、市级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43家。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卢萍 通讯员 黄姿

工行免费代办
企业工商登记
可线上预约开户

1月9日， 湖南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与湖南省
工商银行签订“服务企业
发展” 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宣布将积极探索
开发建立“工商企业通”
平台，共同探索涵盖企业
注册登记、 电子证照、企
业年报公示、 银行开户、
结算、融资等政务服务和
金融服务的一体化服务
方案。

据悉，工商银行电子
营业执照应用系统即将
在湖南投产应用， 届时，
业主股东可以直接通过
手机银行或工行智能设
备， 自助办理开户手续，
在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对公账户开户时间将
压缩至30分钟左右，一
次性完成账户开立、产品
领取、资料打印等，大大
简化开户手续和流程。

■通讯员 唐海萍
记者 潘海涛

产值首破千亿，整车产能超百万辆 目标打造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

长沙经开区成全省最大汽车产业园区

长沙经开区六大整车企业生产的许多车型属明星车型，
产销两旺。比如上汽大众的朗逸、斯柯达柯迪亚克、途安；广汽
三菱的祺智、欧蓝德；广汽菲克的自由光；长丰集团的猎豹CS9；
众泰汽车的君马S70、云100；北汽福田的工程车、环卫车等。

新一年，亦有新动作。据悉，2018年，上汽大众计划推出两
款新车型，广汽菲克计划推出一款新车型，广汽三菱计划于年
底推出一款新车型。

明星车型及新车计划

12日国内油价今年首调，预计上涨

根据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
“十个工作日一调”原则以及三地
原油变化率走势，2017年全年，中
国成品油价格共经历25轮计价周
期， 分别是6次下调、11次上调、8
次搁浅。8次搁浅是因国际原油不
足40美元暂缓油价调整。

猎豹汽车长沙公司总装车间，4台工业机器人同时装配汽车。 记者 田超 摄

去年成品油价调涨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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