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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新增就业19.74万人

一季度， 我省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19.74万人，失业人员再
就业7.74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
再就业3.04万人， 分别完成年
目 标 任 务 的 28.2% 、25.8% 、
30.4%。1月底以来， 各级部门
联合开展“春风行动”，面向农
村劳动者举行免费专场招聘会
1260场， 为129万人提供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 实现县内就地
就近就业16万人。

【解读】 省统计局党组成
员、总统计师戴乐平介绍，今年
以来，全省继续把扩大就业作为
重点民生实事来抓，通过政策拉
动就业、创业带动就业、服务保
障就业等措施，积极促进就业。

商品房销售额增近三成

一季度， 全省商品房销售
面积1517.37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13.1%；商品房销售额863.68
亿元，增长28.9%。全省房地产
开发投资598.71亿元， 增长
14.0%，连续12个月保持在10%
以上的增长水平。 房地产去库
存取得明显成效。3月末， 全省
商品房待售面积1881.60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29.6%。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长沙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49.10万平方米，增长6.1%。

【解读】戴乐平介绍，今年
以来， 我省房地产市场继续分
化调整，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呈
现商品房销售保持较快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热度不减、商
品房去库存成效明显、 地区分
化态势继续强化等特点。

化妆品类消费增长较快

戴乐平介绍，一季度，全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41.80亿元，同比增长11.1%，

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显， 继续发
挥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作用。

与消费升级相关商品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 全省限额以上法人
单位中， 化妆品类商品增长
34.4%，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商品增长13.1%。一季度，全省限
额以上法人单位中， 汽车类商品
增速明显回升，同比增长13.4%。
此外，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
游等服务型消费发展潜力较大。

【解读】戴乐平表示，一季度
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去年四季度
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下阶
段，还需继续努力，巩固稳中向好
发展势头，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

一季度， 全省工业经济运行
稳中向好，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6%。 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22.9%，增速比全部投资快11个
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快19个百分
点，为2016年以来最快增速。全省
工业民间投资增长20.6%，增速比
全部投资快8.7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1.9%，增速比全部投资快10个百分
点；总量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9%，
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遗失声明
湖南富鑫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1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
失，注册号 430102000250455；
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2329379108；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陈志
仁）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邦君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合作社公告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志兵，电话 1885898488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圣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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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福义，电话：13874841928

注销公告
湖南星泽景云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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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媛，电话 18175193799

注销公告
桂东县恒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0277
96884736F)经股东会决议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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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君
电话：13517355818

遗失声明
长沙岳麓区百佳丽沃店遗失长
沙联通通用机打发票 91 份，发
票号码 14508208-14508218,14
508220-14508232,14508234-1
4508300,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西聚才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欧阳胜 18974318848

遗失声明
韶山市永胜广告部遗失韶山市
工商局 2013 年 9 月 27日核发注
册号 430382600035780营业执照
正本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 43038219821130258401;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3821982113025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翔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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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胜元，电话 18073105117

遗失声明
凤凰鼎盛苗银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本 91433123MA4
L3XPU4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思颖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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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孟姜 电话:18874148221

遗失声明
长沙保环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 4300164130，号码：08782
3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凤凰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
各位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夏昌明 13517438882

注销公告
湖南省南方长城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位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田茂富 13517438882

注销公告
凤凰县绿丰猕猴桃专业合作社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位债权
人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田世丙 13974306891

注销公告
凤凰县太阳风景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位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贾辅 13974339868

遗失声明
长沙天心区靚兰便民生鲜超市
不慎遗失由长沙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1 年 5 月 6 日
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6001459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宇豪粉店遗失长
沙市雨花分局 2015 年 3 月 23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116007345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111572239682F)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胡妍于 2018年 3月 7日不慎遗失
由人事部、卫生部颁发的初级
(师)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专
业为护理学 ，编号 :14148044，
特此声明作废。

◆易棒遗失湖南省行政执法证，证
件号为湘 0105310005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石峰区永江电器行遗失湖南省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峰区
分局 2016年 6月 29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20460
01681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万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边丽，电话 15386445116

◆顾孔滔不慎遗失位于雨花区华
雅佳苑小区 1、2 栋 1606 室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一联，
凭证号为 0000729994，声明作废。

◆顾孔滔、顾浏平不慎遗失位于
华雅佳苑小区 2栋 1606室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税务
收现专用）缴款凭证第一联，
凭证号湘地现 05037406（1410
5037406），声明作废。

◆彭文强（父亲：王建民，母亲：彭
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591674，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湖南科创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根据公
司股东会决议，湖南科创能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存续分
立方式，分立成“湖南科创能
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湖
南科为新能源有限公司”。 分
立后的“湖南科创能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为存续公司，注
册资本 300 万元，“湖南科为
新能源有限公司”为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原湖南
科创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除

“科创能源融程花园酒店冷热
电三联供能源站项目”相关债
务外，其余的债务由新设立的
湖南科为新能源有限公司承
担，“科创能源融程花园酒店冷
热电三联供能源站项目”相关
债务由分立后的湖南科创能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本公
司债权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就本公司上述债务的
分割方案及清偿方案达成相关
协议，本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 特此公告。 本公司联系
地址：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万家
丽路 358号上城公寓 F 区 715
联系电话：13055199911
联系人：肖正杰

湖南科创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19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博鑫宾馆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区分
局 2015 年 3 月 2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
1684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曦晨南食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7 月
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116003054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店小二餐馆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份，代码:4300153320，号
码:03782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易俗河镇勇哥原生态口
味馆遗失空白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82 份，发票代码 4300164
320，发票号码 22185840 至 22185
921；遗失湘潭县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临时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临时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3032119580711
7113；声明作废。

◆杨洋（父亲：杨文赐，母亲：陈伊
伶）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41026，声明作废。

◆廖雨薇（父亲：廖云峰，母亲：李
兰珠）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857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左岸电子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年 9月 19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22565911
5733，声明作废。

◆桂宁遗失中南大学本科毕业证
书 990934、学位证书 105334
990934；硕士毕业证书 10533
120020200443、学位证书 105
33302033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汉雄包装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陈
建军，电话：13973379475

◆吉首大学胡仁芝遗失报到证，证
号 200710531205246，声明作废。

◆张保华遗失中南大学毕业证学位
证，编号 105334012592，声明作废。

◆父亲:王仲贵，母亲:聂丽霞，遗
失儿子王鑫杨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L4306604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李华新遗失由长沙市天
心区国家税务局 2016年 7 月 26
日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2326197801265417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翁文飞服装店
遗失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
务局 2016 年 6 月 3 日核发的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35010319850109423801，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邓昂遗失报到证，
证号：2014105422037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美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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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美哲，13607335030

遗失声明
株洲自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元区分局 2017 年 6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211325697213
M，另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
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20003645301，声明作废。

◆黄丹（父亲：黄勇，母亲：杨华
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430284148，声明作废。

◆刘锦浩（父亲：刘洪智，母亲：肖
守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320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彭贵华家用
电器销售店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西溪
坪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900013364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道县雅轩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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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昌,电话 13874673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湖南泰壹传媒
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5 份，发票代码:43001723
20，发票号码:15771261、157
71262、15771263、15771264、
15771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兴诚通讯商行
遗失湖南增值税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889907374270，发
票号码 233196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新闻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3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301111838096292 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医学考试
中心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票据湘财通字
（2015）两张，票号：18930286
54，1893030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车辆湘 F12805，证号：430601
008416车辆道路运输证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凌点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备案号 4301210159722，声明作废。

◆兰湘涵（父亲：兰海洋，母亲：陈
文）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66083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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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明靓（父亲：谢九飞，母亲：
李鹤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50609，声明作废。

◆张铭轩（父亲：张日升，母亲：张
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39359，声明作废。

◆付新玮（父亲：付安忠，母亲：廖
小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J430011189，声明作废。

◆赵逸康（父亲：赵辉，母亲：彭洪
雨）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K430282564，声明作废。

7777.65亿元！一季度全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GDP同比增长8%

湖南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本报4月19日讯 日前，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
布数据，一季度，湖南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95元，
增长9.1%。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9975元， 增长
8.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972元，增长8.6%。

“四大因素助力居民收
入增长。”国家统计局湖南调
查总队分析认为， 全省经济
发展开局良好， 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 有利于居民收入的
整体增长； 全省营商环境优
化， 使市场活力得以持续释
放， 有利于居民经营净收入
较快增长； 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和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助
推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低保标准、 医保报销标准等
不断提高， 民生保障力度进
一步加大， 促使居民转移净
收入提升。

■记者 李成辉

4月19日，湖南省统计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一季度湖
南省经济运行情况。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7777.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比上年同期提
高0.6�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4.1�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
增加值3131�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增加值4152.5�亿元，
增长9.3%。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刘雁

链接

高新产业投资增速快

延伸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9975元

一季度，全省商品房销售额863.68亿元，增长28.9%。（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