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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宇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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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庭栋 电话:13711375888

遗失声明
株洲晓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3MA
4L5KCJ7C）遗失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卡特尔进出口有限公司遗
失敦豪全球货运所发提单,提单
号 TSN182001, 收货人 TECHN
ICAL SUPPLIES INTERNATI
ONAL CO LL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剧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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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电话 13973180687。

◆蒋钰晨、蒋钰彤（父亲：蒋爱华，
母亲： 黎英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 编号分别为 ：N430343690、
K430885120，声明作废。

◆张红念遗失位于雨花区沙湾路
8 号恒丰天湘华庭 A 栋 811 房
的契税发票 1 份，票号：0000
726693 ，金额：4900 元；遗失 A 栋
810 房的契税发票 1 份，票号 00
00724355，金额 2450 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鹊喜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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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坦聪，电话 13875810060

◆李安琪（父亲：李亮，母亲：刘
红锦）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2502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通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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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 电话:18182020936

注销公告
长沙县欣荣水果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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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明，电话 13908491928

注销公告
长沙县腾冠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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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明，电话 13908491928

注销公告
长沙县腾信飞翔网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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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昱洹 ，电话 13807492775

注销公告
长沙市昶旭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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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配君，电话 15802605899

遗失声明
湖南秦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6 月 29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11MA
4L3UKP3L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高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红斌，电话 18692279296

遗失声明
保靖县玩家网络俱乐部遗失保靖
县工商局 2009 年 10 月 13 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 43312500000172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西州汽车运输总公司遗失
湘 U03055 凤凰至益阳客运班线标
志牌一块，牌号 140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鹿马桥土菜馆遗
失己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
票号码 21439468，声明作废。

◆万黎君于 2018 年 1月 26 日遗
失(证号:430611198312251545)
二代身份证，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诚汇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
东会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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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果，电话 13973018482。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湘洲沙石销售
经营部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永定分局 2015 年 11 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802600152302，声明作废。

◆刘佳庆（父亲：刘学君，母亲：彭
想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599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盈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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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科中，电话 13786965657

遗失声明
隆回县个体工商户卿上高遗失
隆回县工商局 2014 年 7 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524600291599，声明作废。

◆禹寿康(父亲：禹前程，母亲：姜
淑雄)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3441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长安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临湘市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国 4306
82760760874；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地 4306
82760730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宏进矿业有限公司遗失
临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7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682000009491；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8863364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鸿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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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波，电话 13319535160

遗失声明
湖南尔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颁发
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
3012103739230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乐果水果快送店
遗失已填开的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三张，发票代码 43001723
20，发票号码 08323465，0832
3466，083234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腾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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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华，电话 18674469331

注销公告
长沙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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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 电话:15802691269

◆长沙恒大华府 20 栋 0902 业主
刘海峰遗失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物业管理专用发票客户
联一张， 代码 243011530186，号
码 60298644， 装修保证金 2000
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阳光福德心理学应用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51002126280
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G1043010502126280A；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锦瑞农民专业合
作社遗失荷塘区国税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2025889897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照本堂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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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庆芬，电话 13718264927

遗失声明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金鹰
国际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签订的编号为 12
BH170001 的《担保协议》(壹式
两份)原件及流水号为 738035
0044928 的《保证金确认书》(壹
式壹份)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陶云辉遗失士兵证，编号:
180101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瑞创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
MA4L742G6T)遗失行政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申湘汽车陆威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4300164130，发票
号码：0182247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声明以下姓名的保险营销
员展业证书作废：
黄宁 00201412430100015550
邹曼 00201503430000003109
吴英 00201412430100011811

遗失声明
永顺县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开户行：永顺县农村信
用合作社联合社府正街分社，编
号 5510-00016518，账号：93072
220000230884012）遗失人民银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97000049901，声明作废。

◆李栋，车牌号为湘 ALM419
遗失交强险标志，号码:00000
15817004858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市故园红农家土菜馆遗失
韶山市地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 4303121953110315
1201，声明作废。

◆李姝瑶（父亲：李妙，母亲：吴
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3729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靖州县兄弟自助火锅店遗失靖
州县工商局 2017年 9月 5 日核
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1229
MA4M33UH95 营业执照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城复土石方工程队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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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雷衍球，电话 15399870666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隆源经贸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00097；遗失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1381663961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城市园林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朱定军(证书编号:湘建安
A (2016)150000068)和叶壮志
(证书编号:湘建安 A(2016)15
0000067)以上两本建筑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考核 A 类证书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陈馨宁（父亲：陈群，母亲：
何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128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弘路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上汽大通 V80车辆合
格证，合格证号：WBR09W000
007209，发动机号：R912A005
880，车架号：LSKG5GC10CA
215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林贞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09 年 11
月 3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0040549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2012
届毕业生肖玉堂报到证丢失，证
号 201213922300014，声明作废。

◆邓茗予(父亲：邓腾龙，母亲：张
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21231，声明作废。

本人自有长沙湘江世纪城
两室二厅江景电梯房出售，
两证齐，精装修，家具家电
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江景房出售

联系：84464801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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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日获悉，针对近期媒体曝
光的恶搞《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
及英雄人物视频的问题， 文化部高
度重视，立即部署查处工作，排查清
理有关恶搞视频， 要求互联网文化
单位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
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传播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

据了解，1月28日监测到网络
舆情后， 文化部立即研究部署查处
工作，排查清理下线恶搞视频，并召
集优酷土豆、腾讯、爱奇艺、百度、新
浪、搜狐、秒拍等17家主要互联网文
化单位，召开监管通气会，明确排查

范围，要求各网站举一反三，全面清
理同类恶搞视频和音乐。 截至1月
30日， 各主要互联网文化单位共清
理下线涉及经典革命歌曲的恶搞视
频3898条、恶搞音乐165首。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 文化部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
文化市场监管，紧盯恶搞红色经典及
英雄人物、格调低俗的互联网文化产
品，加强网络巡查，一旦发现，立即责
令下线；严查价值导向偏差、含有法律
法规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情
节严重的，依法从重查处并列入文化
市场黑名单。 ■均据新华社

自2010年以来， 微博客
便成为广大网民获取信息、
休闲娱乐、 情感交流和分享
倾诉的重要渠道。然而，近年
来层出不穷的滥用“热搜”传
播低俗信息、持续炒作，散布
谣言以及违法信息等问题，
在误导公众的同时也损害了
公共利益。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日公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 将于3月20日起施
行。规定提出，微博客服务提
供者应当建立健全辟谣机
制， 发现微博客服务使用者
发布、传播谣言或不实信息，
应当主动采取辟谣措施，从
根源上保证信息真实性；另

一方面， 将举报的权利赋予
了全体网民， 要求平台需要
接受社会监督， 设立便捷举
报入口， 及时处理公众投诉
和举报。专家认为，规定将成
为新时代微博客健康有序发
展的重要指引。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 微博客近年来极大地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同时，部分服务提供者
安全责任意识不强，管理措施
和技术保障能力不健全不到
位，造成一些不法分子炮制的
低俗色情、民族歧视、谣言诈
骗、传销赌博等违法违规有害
信息传播扩散， 损害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影响

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亟待
依法依规予以规范。

“在违法违规微博客信息
中， 网民最反感的当属网络谣
言。 特别是有个别自媒体滥用
微博客， 为博取关注获取商业
利益， 在没有新闻信息服务资
质的情况下发布未经核实的新
闻信息，甚至以捏造、杜撰等
方式违法发布所谓的‘独家新
闻’，严重侵害了公众知情权，
网民对此反映强烈。” 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说，微博客平台作为数
亿网民每天活动的共同家园，
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
承担起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
道德责任。

微博将建辟谣机制，设网民举报入口
六部委联合整治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 部分账号被永久关闭

记者2日从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获悉， 针对一段
时期以来部分平台、 机构和
个人大肆炒作明星绯闻隐私
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风，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
安部、 文化部、 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对热衷炒作、
涉嫌违法违规的各类行为主
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和依法

综合整治。
据悉，即日起，相关网络

平台对“卓伟粉丝后援会”
“全明星通讯社”“娱姬小妖”
等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的
账号进行永久关闭。 六部委
按职能、 分领域进一步加强
对新浪微博、腾讯、百度、优
酷、 秒拍等网络平台的依法
从严监管。 对北京大风行锐
角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卓

伟视界（上海）影视工作室等相
关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
惩戒。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
出，低俗炒作、大肆渲染明星
绯闻隐私严重扰乱了网络传
播秩序， 传递了错误导向，侵
害了公民合法权益尤其是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引起社会各
界强烈反感。

整治 部分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账号被永久关闭

连线 文化部：清理恶搞《黄河大合唱》
等红色经典视频3898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