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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嘉禾嘉家福商业连锁配货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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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阳锋，电话 0735-6633388

◆孙哲涵（父亲:孙亮,母亲:陆翠雯)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482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君平汽车美容服
务中心遗失己作废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4份，发票代码 4300
172320，发票号码 03384015-0
3384017，03384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灯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294
997243）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杰遗失茶陵县地税局核发
的 430204198203241115 号税
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龚炎明-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
路 84 号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永定分局 2009年 6月 1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026000505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岳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7 年 3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 码为 ：91430104MA4LD
86H3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如云烟酒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卷票）两份，发票代码 043001
700107，发票号码 00073516，0
0073532，声明作废。

车辆遗失 / 被盗声明
2016 年 6 月翟友生在长沙市遗
失/被盗车辆一台：湘 AL6497，
银灰色松花江 HFJ7110，发动机
号 5A10354-L1HB，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郭海霞遗失茶陵县地税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2247901044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杨师傅修车
行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源
分局 2012年 9月 2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1
16000164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信网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2
月 8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82093070357A 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33000153404，声明作废。

◆崔佳乐（父亲：崔健，母亲：胡彩
维）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G430795503，声明作废。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8 年 3 月 8 日湖南湘约
二十四小时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 200 万元减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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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煦
联系电话：18692768126

遗失声明
长沙代代旺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430111055
849829）遗失湖南航天金税
卡，卡号：661537442894，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食祥阁餐厅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7 年 3 月 20 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103MA4
LG0JL3P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紫园招待所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2 年 8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6000
67051；紫园招待所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528
1981040613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腾飞的螃蟹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3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
0102000261424； 遗 失 国 、 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102329506752；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29506
7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丰瑞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138200026490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创信科教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
局 2017 年 6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782857489G，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西美轻工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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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李米来，电话 18521550116

注销公告
长沙小哥水电安装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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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光立，电话 13787921888

注销公告
汨罗市久翔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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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萌，电话：1775282645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宇煌服饰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号
码 00061205、000612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友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行临湘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城西信用社的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72000311
201,帐号：86091560010107859
012，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
10430682000311207，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集里乡土农情农庄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5
3523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合众佰润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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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何学强，电话 13667360257

注销公告
湖南守护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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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聪，电话 15874091321

遗失声明
岳麓区坪塘镇味食尚酒楼遗失
由长沙市岳麓区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4 月 24 日核发的证号
为 430122196806247856 的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宝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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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萱 18073323556

遗失声明
茶陵县顺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遗失税控盘一个，
机器编号 S/N：33-88990623592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晟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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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浪，电话 13548576677。

遗失声明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遗失
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63
320，发票号码 09017576，发
票金额：8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银云不锈钢制
作部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国税局
和地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都为：4301221
9831121113X，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智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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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武，电话 13637485528

注销公告
湖南君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赵稳固，电话 17711678788

遗失声明
湖南创想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5MA4L31YE38）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柏林--桂阳县荷叶镇荷叶墟
遗失桂阳县地方税务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税号
4329221967082856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东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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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 陈艳芳
电话:13787289495

注销公告
长沙聚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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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海军，电话 18874888603

◆邓伊娜（父亲：邓子铭，母亲：李
若兰）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编
号：430707397，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湘嘎嘎商贸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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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中棋 电话 15007728138

注销公告
长沙市五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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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云，电话 18975877952

注销公告
湖南图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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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海雷，电话 1354863763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御尚异国风情客
房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年 11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编号
43098119940715721X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御尊异国风情客
房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年 11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编号
43052819871109024201，声明作废。

提示：资讯类信息使用请慎重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刘晓宇（父亲：刘明亮，母亲：李雪
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325701，声明作废。

◆戴标遗失 430105234166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博欢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
万元减至 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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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乐，电话 18229963976

◆长沙医学院 07 级临床医学毕
业生李炎遗失毕业证，证号 1082
31201006001313，声明作废。

◆谢欣嘉（父亲：谢宜奇，母亲：鲁
艳桃）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134661，声明作废。

◆李琪（父亲：李龙飞，母亲：王淑
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684936，声明作废。

◆罗怡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号
430219198803133024声明作废。

◆谭思琪（父亲：谭春仔，母亲：曾
头娇）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548072，声明作废。

◆吕斯慕（父亲:吕宏，母亲:汤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336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欧斌图文广告经营
部不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开福分局 2016 年 5 月 4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05600504357 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何新宇(父亲:何志佳，母亲:李
永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710847，声明作废。

◆谢海南（证号：4331271978122676
17）遗失货运资格证，声明作废。

近日， 长沙橘子洲景区内，
红梅、朱砂、绿萼等10多个品种
700多株梅花开得正艳，不少游
客置身梅园与花争艳。而省植物
园的梅花品种更多，红的、粉的、
白的，各显芳容。随着天气变暖，
全省大部地区开始进入赏花期，
预计将有较大规模的游客出游
赏花。受此影响，以自然风光为
主要旅游资源的目的地热度上
升较为明显。

3月， 省内各地赏花攻略正
在陆续出炉。 省植物园樱花节，
长沙园林生态园杜鹃花旅游文
化节，双峰县锁石镇第八届油菜
花文化旅游节，岳阳君山油菜花
节等赏花节会都将精彩亮相。据
了解，双峰县锁石镇万亩油菜花
基地有“湖南最美油菜花”之称，
已连续举办了7届油菜花节。依
靠赏花游的带动，土特产成为了
香饽饽， 经济效益不断放大。去

年锁石镇累计接待游客10万人
次， 旅游综合收入超过千万元。
正是看中了“赏花经济”的前景，
岳阳樱花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打造了目前全国最大、数量最多
的专业樱花园，开园当天，游客
纷至沓来。记者了解到，浏阳“禅
花谷”、炎陵“大院花海”、郴州
“花海湾” 等以赏花为主题的景
区正在逐步落地。

虽然省内各地纷纷落地赏花
主题的景区，但是相比武汉、婺源、
洛阳等赏花目的地， 湖南的赏花
景点显得多、杂、弱。业内人士称，
我省“花”资源非常丰富，“赏花经
济”潜力巨大，完全可以成为一张
闪亮的旅游名片， 应及时将赏花
经济发展规划与全省休闲观光农
业、城市发展规划，乡村旅游等有
效对接，大手笔整合资源，围绕地
方主导产业和特色花卉， 因地制
宜打造特色赏花基地。

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 开启了全
民投资理财的时代，理财成为人们津津
乐道的热门话题。为践行“普惠金融”发
展理念，广发银行于成立30周年之际，
重磅推出“王牌投顾惠万家”活动，让投
资顾问专家走进千家万户， 为大众投
资理财提供专业建议。 如何选到既安
全又具有较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这是
困扰不少非专业投资者的问题。为此，
2017年12月，广发银行面向其全国各
分行投资顾问、理财经理、产品经理启
动首届“王牌投顾”大赛，拟选出一批
优秀投资顾问专家，专门参与“王牌投
顾惠万家”活动，为大众提供免费的投
资理财专业诊断服务。据介绍，该大赛
历时五个月，决赛将于5月在广州举行。

广发银行总行零售银行部负责人
姚永平表示，希望以举办“王牌投顾”系
列活动为契机，提升广发银行服务团队
的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贴心
的服务，为广大客户的财富保驾护航。

据悉，在成立30周年之际，广发银
行组织举办“王牌投顾” 大赛并开展
“王牌投顾惠万家”活动，意在全面检
验财富管理团队综合能力， 掀起全行
“比、学、赶、帮、超”的良性竞争氛围，
体现出广发银行对金融服务人员的高
标准严要求，以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的高质量服务目标。■肖华 经济信息

赏花季接棒春节档，3月掀“踏青热”
省内的梅花、杜鹃花等主题赏花会陆续开启 境外赏樱游也将迎来高峰

广发银行举办
首届“王牌投顾”大赛

近日，长沙市橘子洲景区的梅花渐次盛开，吸引了市民和
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 图

境外赏花游方面，最
热门的赏花目的地是日
本， 每年的3月15日至4月
15日被定为日本的樱花
节，从南至北，日本各地樱
花渐次绽放。 根据最新的
樱花盛开时间预测，福冈、
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樱
花将率先开放， 最适宜作
为赏樱第一站。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3
月日本的旅游热度涨幅并
不大，东京涨19%，大阪涨
26%，旅游专家马禹涛分析
称， 主要由于日本在春节

期间一直维持较高的旅游
热度， 因此接踵而至的樱
花季虽涨幅不大， 但热度
仍然较高， 相关旅行产品
价格预计也将出现较大幅
度的上涨。

据数据显示， 入秋后
的南半球旅游目的地热度
涨幅较明显， 新西兰皇后
镇的热度涨幅最高， 达到
80%。这里自然美景与热闹
小镇完美结合， 最佳旅游
时间是春秋两季，秋季从3
月开始， 十分适合各种户
外活动。

【境外】
日本赏樱季将至，南半球也迎旅游旺季

进入3月，北半球逐渐回暖，南半球进入凉爽
秋季，春节假期后的又一旅游高峰即将到来。大数
据显示， 境内游方面， 赏花显著上升为最热门主
题。多地的油菜花、樱花、梨花、郁金香相继绽放，
各个景点纷纷推出赏花游攻略， 吸引众多想要出
门踏青的游客。 ■记者 梁兴

【省内】
陌上花开，各景区齐办赏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