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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清算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6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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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公司因经营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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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信发办公家俱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现卫
联系电话：13319567666

2013 年 8 月 29 日
在贵州省松桃县蓼
皋镇捡拾女性弃婴
一名，姓名:张宁，
出生日期:2013 年
8 月 24 日，身体健
康，无随身物品。请
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郊证件与张新
明联系。 电话:15084831169
派出所联系电话:0731-87650110
联系地址:湖南省宁乡市横市
镇望北峄村学堂组。 即日起 60 日
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处置。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三品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24 份，发票代码 :
4300174320，发票号码:2198
0584、21980610、28152798、
06524518、06524528、281417
84、28141785、23380096、16
063215、16063419、23380336、
06173211、06173495、060305
03、06030512、06173298、06
173564、01695343、01695344、
06173608、01695412、016952
85、01695484、01953061。
增值税专用发票 11 份，发票代
码:4300171130，发票号码:01
205618、00457158、03649561、
03649413、04881371、050884
31、05088432、02620411、02
620418、02671231、06369152，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英特卫网络科贸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2003
年 12月 1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1002008635，声明作废。

公 告
董亚非，你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
不假外出，至今未归，已连续旷
工 16 天，现限你自登报之日起
10 天回本单位报到上班，否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及行业相关规定将依法
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
处理决定。
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3日

注销公告
长沙诗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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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添宇，电话 13378012031

遗失声明
湖南康源鑫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7 年 6 月 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4MA4LPFHC7A，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松伊暖通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7 年 11 月 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
码 91430111320703346K；遗失
公章（备案号 4301110101141）、
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姚钊）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利来家庭农场遗失冷
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2月 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3816001470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秋平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6
年 8 月 4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
00015307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县宏凤柑橘产销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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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友
联系电话：13574312824

遗失声明
湖南省资源规划勘测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G02905
272G）遗失公章（编号 43030
00020997）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巧女人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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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维 ，电话 15874015575

全体股东：
本公司决定召集股东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下午 3:00 在五八众创
四楼会议室召开股东会。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会议审议事项：确认清算组制定
的清算报告。 会议联系人：刘杏
枝，联系电话：15974133578

湖南叮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吴希贤

二○一八年四月三日

湖南叮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3 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书

各股东：长沙市英特卫网络科贸
有限公司决定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00 在长沙市雨花
区人民中路 538 号百脑汇 A 座
15 楼会议室召开长沙市英特卫
网络科贸有限公司股东会，现将
会议内容通知如下：1、讨论公司
注销解散事宜；2、讨论公司成立
清算组及清算组成员备案事宜。
请各股东根据本通知准时出席
会议，本人确实不能出席（参加）
的， 可委托他人参加本次会议，
股东委托他人或委派代表参加
本次会议的， 应出具授权委托
书。 本人不出席、也不委托他人
或委派代表参加会议的，视为对
公司议定事项放弃股东表决权利。
联系人：周海斌，电话 13308487612

长沙市英特卫网络科贸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3 日

长沙市英特卫网络科贸有
限公司股东会会议通知

遗失声明
嘉禾县田心乡田心煤矿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
码:№ 0569320480。 另遗失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票
据字轨:湘财通字(2015)№ 066
418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顺心家电维修中心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 4300171320 号码 1807
75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招才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6年 7 月 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1，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25
PM7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雅洁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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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姜，电话 18874933388

遗失声明
湖南娄底戴家湾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遗失采矿许可证正本，证
号:C43000020090711200359
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远县家富足道不慎遗失宁远
县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编 号 43112619970403
0015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古苗河建设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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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弟，电话 13574306250

遗失声明
长沙卓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县货运管理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湘交运管许可长字 4301
21010464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罗宇天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7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5J2EX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森电智控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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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小良，电话 13907623796

注销公告
长沙寻真广告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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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红梅，电话 13755142255

注销公告
湖南德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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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柳红军，电话 17775744150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局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 2 份，号码为：湘财通字
（2016）217676960；湘财通字（20
16）217726014，购领证号：08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唯港时尚喜阅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华创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05MA4LBDFA6W）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
码 04309916、043099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贝特佳食品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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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电话 15802531959

商务楼招租
黄兴镇长沙家禽批发市场整
租/分租（15000m2）品牌酒店、
大型餐饮、办公、足浴休闲、
KTV、茶楼、品牌专卖店等。
电话：0731-86889977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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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竣盟科技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3 年 8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074973489G，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泰旺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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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海球，电话 15173922298

注销公告
长沙同城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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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芫桃 18974855620

注销公告
长沙云之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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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滨,电话 18390999131

遗失声明
湖南天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6
MA4LE7U93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微光化妆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合同专用章、税务章、
法人章（刘阳），发票专用章，
编号：91430102MA4L58LT3
J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恒佳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9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300MA4M5N31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慕享面包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7 年 2 月 2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243
0103MA4LCF931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深寨家庭农场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戴深寨，电话 14786688128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刘夕柱粉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26 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1936000697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福明珠宝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03M
A4LJCNR76)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5月9日至13日，2018湖南
车展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世界之窗旁）盛大举行。作为
中部省份一年一度的汽车狂
欢盛宴，在这里，你不仅可享
受最大的购车优惠、饱览各类
新车、靓模，更有精彩纷呈的
互动活动，让你看足、玩够。如
果你足够幸运，还可以把多重
惊喜带回家！记者特意为你列
出了几个等待5月湖南车展看
车买车的理由， 你是否有点心
动了呢？

【理由一】
厂家和经销商鼎力支持
湖南车展买车将优惠空前

作为中部规模最大、 档次
最高、 最具影响力的汽车行业
盛宴，2018湖南车展吸引了国
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参
展，展出面积10万多平方米，参
展厂商近300家，参展新车数千
辆。 值得一提的是，2018湖南
车展不仅是汽车品牌推广和新
品展示的大舞台， 更是汽车厂
商冲刺上半年销量、 完成销售
目标的促销大平台。“一直以
来，湖南车展的优惠力度，都令
人期待而又有目共睹。”2018
湖南车展组委会负责人自信地
对记者说， 在汽车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的大势下， 今年的湖
南车展，汽车厂家、大区和湖南
经销商三方又将在车展上联合
行动， 一定会给出史上最大幅
度的优惠力度。

某主流汽车品牌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今年我们不仅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湖南车展，届时，
无论是车型丰富程度， 还是购
车优惠力度， 都将是历届车展
最好的！”

【理由二】
品牌多、车型全、选择广
让你看车买车省时又省力

长沙市民张先生说， 今年
他虽有购车计划， 但到底是去
4S店挑选，还是在车展上买车，
让他左右为难。 经过一番思量
后，他决定等待5月的湖南车展
再出手。他最大的理由就是：在
这样的大型车展上买车， 汽车
品牌多，车型很齐全，而且选择
空间大，肯定会省时又省力。

其实与王先生有同样想法
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像湖南车
展这样的大车展， 消费者不仅
可以在一个场子里挑选不同品
牌的车型， 而且还可以在定位
差不多的品牌和车型中进行挑
选。“这样不仅选择空间大，而
且能更直观、 更方便地买到品

质好、价格又实惠的好车。”
历届湖南车展， 新车和顶

级豪车都扎堆亮相。 由于今年
的湖南车展刚好与国际A级车
展北京车展相承接， 众多在北
京车展全新亮相的新车， 也会
同样出现在湖南车展现场。业
内人士表示，“这就是大型车展
真正让人感受到一站式购车、
赏车的魅力。”

【理由三】
湖南车展举办时机非常好
“货比三家”好过找熟人

今年什么时候买车最合
适？ 业内资深人士指出，1月、2
月因为受春节促销影响， 不少
品牌还有很多订单尚未交付。
因此， 汽车厂家在一季度购车
优惠力度也不会很大。而进入5
月后，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汽车
厂商又面临上半年销售任务压
力，无疑将出现购车价格洼地。
因此， 在5月举办的湖南车展，
一直被称为“最能卖车的车
展”。每年的湖南车展，都要出
现购车新高峰， 创下新车销售
金额新纪录。

平时买车， 你肯定希望找
熟人。 有时通过熟人再找经销
商，最后你得到的往往还是“一
口价”。 湖南车展是年度大展，

汽车品牌和经销商已经铆足了
劲要在车展上促销， 各种优惠
层出不穷。在车展上，你不妨自
己多找几家经销商打探打探，
在车展上进行“货比三家”,这
样往往比找熟人更管用。

面对众多的选择时， 消费
者不仅可以一站式看完所有车
型， 还能在议价过程中占据上
峰；而经销商为了冲销量，只要
消费者的要求不是太过分，则
会尽量满足消费者的要求。这
样买车，不但可以买到底价，还
不欠人情，聪明的你，何乐不为
呢？ ■记者 胡锐

优惠大、活动炫、买车“货比三家”好过找熟人……

等待5月湖南车展看车买车有理由

每届湖南车展都是一场
视觉盛宴！因为这里不仅汇集
了各类全新车型，更有国内知
名模特倾力助阵，还有当下潮
流网红、 主持人捧场献艺。因
此， 去5月湖南车展上看车买
车，除了得到美美的视觉享受
和更大的购车实惠，也许你还
会在看车中大奖、 摄影大赛、
萌车我最爱等众多现场互动
活动中，收获更多的惊喜哦！

往届湖南车展盛况。 （资料图片）

记者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