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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兴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22M
A4L1U6B9F；声明作废。

◆周雅瑄（父亲：周龙，母亲：柳文
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3482，声明作废。

◆刘泽玄（父亲：刘砖，母亲：朱响
林）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10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民筑友建设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颁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
030726303；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 G1043010503072630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网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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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电话 18007488881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有鸡有鱼生态养
殖专业合作社遗失由中国人民
银行望城支行 2012 年 5月 22 日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18013301，声明作废。

◆张正轩（父亲：欧阳显富，母亲：张
满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28488，声明作废。
◆黄玉妍（父亲：黄卫平，母亲：李慧
玲）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77343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安仁县建江醇基新能源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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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平，电话 15211701555

◆林瑾跃（父亲：林忠诚，母亲：方
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42646，声明作废。
◆王伦其（父亲：王涛，母亲：王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4518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丁纪餐饮服务
社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永定分局 2012 年 7 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8026001017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汨鑫文印社遗失汨罗市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湘国登 4306811
98105183227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柯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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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慧，电话 15526277111

◆雷铮（父亲：雷元飞，母亲：陈寨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7095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鸿兴运输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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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阮开红，电话 13714638863

注销公告
张家界渔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全体成员大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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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船江 13637445765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2017）湘 0105 法技拍字第 204
号之执行案号（2017）湘 0105
执 364 号执行案号通知书：将
登记在蔡静名下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金星中路 199 号格林星城
10 栋 704 号房、编号为长国用
2012 第 015589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柏文龙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5
43002510053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富招花炮经营有限公司
遗失蓝山县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16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11273448419468 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株洲金谷市场 2 楼 32-33 号商
铺项万青遗失拆墙押金收据一
张，金额 2000 元，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诗画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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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于霁，电话： 15802621298

注销公告
湖南创意河策划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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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安
平，电话： 15802621298

遗失声明
湖南省振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第二、
三联)，发票代码:4300171130，
发票号码:015985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二期一楼 1 号
卢静雯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国税
局核发的国税证正、副本，税号
4306211976091607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飞鸿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565941879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敏敏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05
年 11 月 16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
3101416 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2004
年 3 月 9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31
00406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翔冠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元
分局 2016 年 4 月 12 日核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2113
38498483Y 的营业执照正本和
核准号为 J5520003695201 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兴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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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素，电话 15243655917

◆刘洋（父亲：刘和平，母亲：杨香
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A430109595，声明作废。

◆覃宸（父亲：周启世，母亲： 覃
春春）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389094，声明作废。

◆粟美乔（父亲：粟荣，母亲：涂文
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54959，声明作废。

◆张竞文（父亲：张伟，母亲：张平
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296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御天保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5月 18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和副本，税号 43010269403
92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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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小华，电话 13507433756

遗失声明
湖南隆信机电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M
A4L1EWT8C，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融江置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之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守卫,电话:1877302966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鑫辉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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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洪文,电话:18274128188

注销公告
湖南朗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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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文军，电话 15074986996

遗失声明
湖南省和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16年 3月 1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04MA4L3AHD
1R，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苑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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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娟，电话 18900716269

注销公告
长沙市德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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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初，电话 15074986996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玲博灯饰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3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116005378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三文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5 年 10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22MA4L15HA28，声明作废。

◆吴宇轩（父亲：吴水平，母亲：吴
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0285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宇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煦曦 13307489109

注销公告
长沙大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赵峰 电话 18684655538

遗失声明
衡山县开云镇村账代管中心遗失
衡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师古信用
社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543000184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6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11355530043T,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优米餐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4
6004223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哈卤快餐林科大
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6 年 1月 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360033618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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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颜晨浩（父亲：颜志伟，母亲：周
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90939，声明作废。

◆贺俊嘉（父亲：贺文亮，母亲：肖
求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46471，声明作废。

◆申斯柯（身份证号 43250319
8511250357）遗失材料员证，编
号：43161110000441，声明作废。

◆郭曦韩（母亲：郭建华）遗失
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1191527，声明作废。

◆冯希希遗失护士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身份证：43112419890
5254069；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1043009442，声明作废。

◆周志勇遗失 430101000089 道路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湖南龙断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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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洋，电话 18711001900

◆刘汤晴（父亲：刘登本，母亲：刘
沾沾）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666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二期一楼 1 号
卢静雯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税
局核发的地税证正、 副本， 税号
43062119760916072201,声明作废。

◆曹国兵遗失安全员证， 证书编
号：431720200335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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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