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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隆回县瑶岭佳银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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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隆，电话 15616998111

注销公告
城步金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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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石云峰，电话 15347393987

注销公告
城步鑫强盛工艺品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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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强，电话 18603974988

遗失声明
张家界晨龙电脑有限公司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
年 9 月 20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0800200083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晨龙电脑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罗新春，电话 18874428883

注销公告
岳阳市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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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李志华，电话 13873048588

注销公告
郴州市归真源茶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黄小元，电话 13017359299

注销公告
城步湘昱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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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柱，电话 13975956807

注销公告
汝城县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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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范良庆，电话 15197562889

声 明
怀化顶津饮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12005659
20277L）因原公章损坏，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在怀化市公
安局申请刻制新公章并已备
案新印签，旧印章已于 2016 年
2 月 4 日上交怀化市公安局。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桂东县城关镇美家装饰店遗失
桂东县工商局 2014 年 4 月 6 日
核发注册号 :431027600039617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吉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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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子，电话 13142083230。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鼎隆汽车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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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江华瑶族
自治县大路铺镇大市场。 联系
人:易先华,电话 18244798888

注销公告
长沙银杏银星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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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多，电话 18711065723

通 知
邓泽平，自登报一月内联系刘
向荣处理房东押金事项。
联系电话 18163634941

遗失声明
湖南军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
17 年 8 月 4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11MA4LYYY40W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咲壹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投资人决定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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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石，电话 15507468936

遗失声明
茶陵县平水湘源矿业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株洲茶陵支
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23000186101，声明作废。

通 知
肖添:2017 年 11 月 13日至今已
连续近两个月无正当理由未来
单位上班，违反了劳动法相关
规定，限在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一个月内到单位报到。 逾期未
归，单位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望麓园街道富雅坪社区

注销公告
长沙品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尹委湘，电话 18274968566

遗失声明
长沙市传扬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 2017 年 6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368954083
17；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104034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瑞和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18 年 1月 2日决议注销公
司。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德安，
联系电话：13667308300

注销公告
长沙时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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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电话 13755148301

注销公告
长沙讯鼎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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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琦，电话 13207528153

医疗机构整体搬迁公告
核工业地质局三零四大队职工
医院目前地处长沙宁乡市一环
北路 123 号， 拟整体搬迁至宁
乡市文体南路朝霞苑裙楼，特
此公告。 联系人：孟惠子
电话 13278861007
核工业地质局三零四大队职工医院

2018 年 1月 10日

遗失声明
长沙致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2587046955）遗
失作废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54130，
号码 000105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远县祥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31126MA4LLF8E41）遗失公
章 1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美亚火花塞制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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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生，18670874812

注销公告
湖南富思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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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夫，电话 13973168822

遗失声明
山枣中心校遗失湘乡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4 年 10月 28 日颁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381600172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众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 年 6 月 13 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11580903061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金华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衡阳市工商行政管局石鼓分局
2016 年 11 月 29 日颁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914304070642
22075K,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樽菲酒类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何飞，电话： 13787785580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何猛因保管不善，将醴房预（20
09）字第 00001428 号商品房
预告登记证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发，现声
明该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作废。

声明人：何猛

注销公告
长沙居善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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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奕，电话 18774805202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群欢果蔬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7 年 3 月 2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11MA4LG2Q28P，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绿天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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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龙 联系
电话：13387498861

遗失声明
长沙绿天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5 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914301
21329475829B，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月净芯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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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浩，电话 17788938911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醴陵市财政局保管不善，将醴
房权证醴字第 00036263 号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规定申请补发，现声
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谢凯

清算公告
湘阴县兴光工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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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检培，电话 13077320996

减资公告
湖南华辉新能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00.08 万 元 减 至 3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吴红梅，电话 13968700388

遗失声明
长沙友善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票
代码:4300172320，发票号码:
25542215、25542216、255422
17、25542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煦晖日用品商行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3年 7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4287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云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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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迪云，电话 17752885258

遗失声明
长沙中合意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39
42101226）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迪拉弗化工产品有限公
司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司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联
系人：王革成 13873124233

注销公告
岳阳创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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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丹 电话：186275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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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株洲市海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唐春容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专业类别：建筑工程，
有效期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
增项专业类别：市政工程，有效
期至 2018 年 6 月 18 日），注册
编号：湘 243101013293，证书编
号：00013293，特声明作废。

1月9日，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
“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通
过电商、新零售、支付、物流等大数
据及就业指数，全方位展现2017年
全国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报告显示：湖南电商销售份额
占比在全国排名第十三，农产品触
电卖得最火的是“槟榔”，阿里会员
消费破百万元的湖南人有648位。

农产品销售槟榔最好卖

2017年前11个月， 广东、浙
江、江苏作为传统电商大省，依然
占据了最多的电商销售份额。其
中广东、 浙江以25%、22%的占比
拿下全国线上零售的“半壁江
山”，湖南电商销售份额占比在全
国排名第十三。 在《关于商务部
2017-2018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名单的公告》， 湖南海翼电商、
御家汇、兴盛社区、懒猫国际、快
乐购、神农金康、农商通、盘古电
商8家企业入选。湖南成为中部入
选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

记者从报告中看到， 湖南农
产品销售榜前十，分别为槟榔、即
食鱼零食、鸭肉零食、豆腐干、安
化黑茶、瓜子、养生茶、鲜花速递、
腊肉等。

尽管湖南电商一直在稳步前
进， 但还缺乏销售龙头。 数据显
示，2017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

期间，全国167家品牌商家单日成
交破亿元，其中，八成以上亿元店
铺注册地位于上海、广东、浙江、
北京和江苏等，而湖北、四川、云
南、 内蒙古等内陆省份也涌现出
了亿元明星店铺，但湖南无一家。
报告还首次披露了各省（市）的电
商就业成果，据了解，在阿里平台
直接创造的交易型就业人员中，
湖南就业人数为23万（不含物流、
电商服务业等支撑型就业）。

百万剁手土豪648人

位于剁手金字塔尖的各省
“超级会员”们，在消费年历上留
下令人深刻的印象。数据显示，仅
在前十消费大省中，2017年前11
个月累计消费破百万元的阿里会
员数就已超过26000位。 湖南的

“百万剁手壕”有648个。
不仅“剁手”金额膨胀，人们对

商品品质也提出更高要求，美容护
理、数码新品、健康类需求逐渐觉
醒。全球范围流行的商品和消费文
化，正迅速变成中国年轻人的消费
日常———来自天猫双11的数据也
集中印证了这一点，43%用户购买
了国际品牌，国际品牌整体成交金
额同比增长51%，均创历史新高。

全年来看， 销量最高的跨境
商品仍以来自欧美国家为主，而
澳新、法国、泰国，已取代美国、德
国、日韩等，成为国人消费年环比
成长最快的区域。法国的红酒、泰
国的香薰、荷兰的冲饮，销售增幅
均超过500%， 西班牙的护肤品、
美国英国的美妆、 法国的婴幼儿
产品，增幅也达到200%。

■记者 杨田风

阿里发布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湖南电商销售份额排名全国第13位

湖南648位“土豪”一年网购超百万元

本报1月9日讯 账户存
入一栏莫名多出一笔20多万
元的存款， 但支取一栏又显
示转走，而账户资金转账并
未要储户到银行输入密码。
这是浏阳市一储户李先生
的遭遇，这也让他对个人账
户资金安全产生疑虑。8日
上午，记者就此事展开了调
查。

李先生是浏阳市一名个
体户， 资金流动都通过浏阳
市一家银行的一本存折进行
交易。因存折已被写满，1月7
日，他到银行更换了新存折，
当他打开账本查看账户资金
明细时， 却发现账户里有两
笔交易竟然不是自己操作
的。

“我这个存折账户里当
时还有4万多元存款，准备取
了给工人发工资。” 李先生
说， 但新存折显示的账户余
额却只有500多元。但在1月2
日当天， 存折账户里发生了
两笔交易后， 账户余额又变
成了4万多元，“这两笔交易

是一笔存入和一笔支出，存
入金额是24万多元， 支出金
额为20万余元”。交易莫名变
动， 这让他很担心自己账户
资金的安全。

1月8日， 记者来到该银
行， 银行相关负责人毛先生
在查看了李先生的存折账户
情况后表示， 这是银行新系
统上线引起的误会。“新系统
在储户更换存折时， 会将上
一本存折存入和支取资金的
总额显示在存折上， 实际上
并未发生资金交易。”

毛先生解释说， 李先生
账户上显示的存入24万余
元， 实际上是李先生上一本
存折所有存入资金的总额，
而显示的支取20万余元，则
是上一本存折的支取总额，
两则相抵余下的资金， 就是
李先生账户实际余额，“这是
我们柜员没有解释清楚导致
的， 借此机会也向我行所有
储户解释一下”。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李小雷

账户莫名多出20万，后又被划走
银行解释：上本存折存入和支取资金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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