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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艾美克科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注册号 9143010057
6558488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一楼 10 号
周代平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税
局核发的地税证正、副本，税号:
43232219641116048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一楼 10 号
周代平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国税
局核发的国税证正、副本，税号:
4323221964111604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一楼 9 号
曹运良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税
局核发的地税证正、副本，税号
43230219750806191602，声明作废。 终止注销公告

长沙律邦融安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于 2018 年 1月 31 日在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办理公司注销备案手续。 现
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不
注销，继续经营，终止在三湘
都市报 2018 年 2 月 7 日刊登
的注销公告，如有不实，一切
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
联系人：欧艳梅，17375782532

遗失声明
湖南卓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于 2018 年 1 月 11日核发的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正本，证书
编号：D3430767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陈师傅珠宝有限公司遗失
蓝山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8月 24日核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 27MA4
L1K7G95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晶亮石材养护工
程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年 12 月
2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6
94001293W，声明作废。

公 告
因魏陈清（身份证号：350181
1982****5374）履行 2013 年 9
月 18 日签订的编号 HG04135 的
《融资租赁购车合同》严重违约，
特此告知：见本公告 15 日内请
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金支付
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玖融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1 年 4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1381000011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和平生态养
殖专业合作社遗失岳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屈原分局 2016 年 5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0600320
618790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思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2338542931A）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标志一份，流水号为 130001
00001700969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晚文遗失茶陵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2246
00095600，遗失茶陵县地税局
核发的税号 430224197511022
214 的税务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东县同鑫大酒店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
票号码 083743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优鲜蔬菜种植合作社遗
失华容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4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0623MA4LJETMX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开福协盛中医门诊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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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波
电话:0731-88885120

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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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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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童恩商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迪
联系电话：0731-82768099

违法捕捞渔船处理公告
长沙渔政公告（2018）第 1 号
我站在渔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查
扣（登记保存）了一批违法捕
捞船只，现依法公告告知，请
被查扣（登记保存）渔船的船
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携带职务船员证书、身份
证、船舶证书等合法证件，到长
沙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长
沙市解放西路口长沙渔政码头）
接受处理。 在规定期限内未
前来接受处理的，我站将依法
处理查扣（登记保存）的违法
捕捞船只。 特此公告。

长沙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2018年 2月 28日

注销公告
湖南优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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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丹，电话 18507323456

遗失声明
芦淞区春花儿营养健康咨询服
务中心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国家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12219970808004901，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衣舍服饰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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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
人：何可，电话：15197069900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琛奇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7 年 7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1
093073240H,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泓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以下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
湘 B8LL88，证号 430201001284；
湘 B21710， 证号 430201006339；
湘 BB6709，证号 43020100128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元江打印社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2 年 5 月 14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60044248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谭怀东超市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6 年 10 月 9 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223197611
10511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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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欣，电话 18684828552

注销公告
湖南业勃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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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彬波，电话 1815376997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家泊汽车美容中
心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税号 92430105MA4LYYFA91，
发票代码 4300174320， 发票号
码 017499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凯顺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 431023000015628）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文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5 年 1 月 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2000250852；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2329323593； 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3293235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岭北镇新河砂石有限公
司遗失湘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7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624344790536F，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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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文龙，电话 1877489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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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张建军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610532205871，声明作废。

◆米文轩（父亲：米飞，母亲：曾发
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022058，声明作废。

◆岳语辰（父亲:岳杰,母亲:倪秋
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1098094，声明作废。

“多做功课”

文在寅首席特使、 青瓦台国
家安保室长郑义溶6日结束对朝
鲜的访问后， 在青瓦台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访朝结果。他说，为磋
商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实现朝美关
系正常化，朝方有意与美国对话。

特朗普同一天与到访的瑞典
首相斯特凡·勒文一起见记者，在
回应美朝对话前景时说， 他觉得
朝方与美方对话的意愿“真诚”，
但拒绝说明是否会为对话设先决
条件。郑义溶定于8日启程前往美
国，预计停留两天，向美方通报访
朝结果并转达来自朝方的信息。

相比特朗普的略显“乐观”，一
些美国高级官员就美朝对话前景
更趋“谨慎”。副总统迈克·彭斯当天
说，无论美朝对话朝什么方向走，美
国对朝“极限施压”的政策不会改
变，“除非我们看到（朝方采取）可
信、可验证且切实的无核化举动，否
则我方对朝姿态不会改变”。

依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
科茨的说法， 美方需要在决定是
否与朝方对话前“多做功课”。

分段策略?

文在寅7日与韩国五大主要政
党领导人会面，介绍特使团访朝结
果。他说，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无核
化的努力正处在“紧要关头”，“我们
在起跑线上，说乐观为时尚早”。

文在寅重申，韩方追求的“终
极目标”是半岛无核化，不会停留
在要求朝方确保核不扩散或“核
冻结”的层面。

“解除（朝方的）核项目是终极
目标，”他说，“但考虑到即刻解除有
困难，我觉得我们在达到‘解除阶
段’以前，可以遵循一定的路线图。”

依照韩联社的说法， 从文在
寅表态看，事关要求朝鲜弃核，他
追求“阶段性策略”，譬如让朝方

在解除核项目前先暂停核武器和
导弹试验。

郑义溶6日在记者会上说，朝
方明确表示， 只要消除对朝军事
威胁、保障朝鲜体制安全，朝鲜没
有理由拥有核武器。

5月中旬军演？

虽然半岛局势在外交层面显
现进展，美韩仍将启动联合军演。
“在（平昌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
之后，”美国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高级官员6日说，“我们自然
会启动例行军演。”

借冬奥会契机，韩美今年1月
初决定把原定2月底开始的“关键
决断”和“秃鹫”联合军演推迟到
冬残奥会闭幕以后。韩国国防部2
月20日确认，联合军演仍将举行，
具体日期将在3月18日冬残奥会
闭幕后至4月前宣布。

法新社以一名熟悉美韩联合
军演事务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
考虑韩朝商定4月底在板门店举
行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 联合军
演可能定在5月中旬。

郑义溶6日说，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对韩美重启联合军演
“表示理解”。 ■据新华社

文在寅：“终极目标”是半岛无核化
美韩联合军演仍将继续 特朗普积极评价朝韩互动 美政府：尚不改变对朝强硬态势

成都发现战国
至秦汉乡镇遗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6日公布，
在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发现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基层乡镇聚落遗
址，该遗址堆积丰富、埋藏较浅、保
存完好。

“这是成都地区首次发现有明
确文字记载的汉代乡一级聚落的遗
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现场的
发掘负责人杨波说。

此外， 考古工作人员还在一条
宽4米的汉代道路附近找到一个盖
弓帽，这是汉代“豪华马车”顶部车
盖的零件， 证明此处遗址在当时是
较繁华的一个聚落。杨波告诉记者，
指路村遗址遗迹十分丰富， 是成都
平原目前所见保存最好的战国秦汉
时期的聚落遗址， 甚至在全国范围
内也是少见的。 ■均据新华社

俄在叙失事军机
遇难人数增至39人
包括一名少将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7日发布
新闻公告说，6日在俄驻叙利亚赫迈
米姆空军基地坠毁的安-26型军用
运输机实际遇难人数为39人。

公告说， 该军机搭载33名乘客
和6名机组人员，乘客中有27名俄军
军官， 其中包括一名少将， 没有平
民。机上人员在事故中全部遇难。

俄国防部说，该军机执行由叙利
亚阿勒颇军事基地飞往赫迈米姆基地
的任务。 机长为一级飞行员， 执飞安
-26机型的总时长超过3000小时，并
多次执行飞往赫迈米姆基地的任务。

据初步推测， 坠机可能由机械
故障导致。 国防部说， 现场报告显
示，飞机没有受到火力攻击，将对所
有可能性进行调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诺尔特6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将对朝鲜进行新的
制裁。

声明说， 美方认定，
一名朝鲜籍男子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被
使用化学制剂杀害。美国
依据国内相关法律，对朝
鲜实施新的制裁。制裁于
3月5日起生效。美方没有
公布具体制裁措施。

2017年2月13日，一
名朝鲜籍男子在马来西

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
医疗救助， 随后在送医
途中身亡。 朝中社2017
年3月发表文章，抨击美
国和韩国企图利用朝鲜
男子在马来西亚死亡一
事抹黑朝鲜、 颠覆朝鲜
体制。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 国际事务委
员会主席科萨切夫7日
说，美国针对朝鲜的新制
裁意在破坏朝鲜和韩国
的和谈。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机关报《劳动新闻》7日
刊发署名评论文章说，朝
鲜拥核及强化核遏制力的
做法是为应对美国对朝鲜
的核威胁恐吓， 是为维护
朝鲜主权与生存权而做出
的选择。

文章指出，美国数十
年来持续对朝进行核威

胁恐吓，在必须捍卫朝鲜
的制度和民族命运的尖
锐对抗局面下，朝鲜没有
其他的选择。 文章还说，
为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
尊严以及人类的未来，朝
鲜将更加高举经济建设
与核武力建设并进的旗
帜，坚定维护朝鲜半岛与
世界的和平稳定。

朝媒：拥核是为维护朝鲜主权与生存权

美国务院宣布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6日就与朝鲜
对话的前景显现“谨慎乐观”，但拒绝说明是
否会为对话设前提。美方官员同一天说，美韩
仍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韩国总统文在寅7日重申，韩方现阶段所追
求的“终极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韩方不会在
没有达成这一目标前停下脚步。

“

连
线

3月6日，特朗普与
到访的瑞典首相斯特
凡·勒文共同会见记者
时表示，朝鲜方面日前
与韩国特使团在平壤
会谈期间“表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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