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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嘉禾县旺达优质粮油种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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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生 17369328005

寻人启事
4 月 12 日傍晚 6-7
点左右走失，五十多
岁，至今未归，身高 1
米 5 左右，说话不太
清楚，如有好心人发
现，请联系家人李国
强当面感谢。

13667333391、13723862284 感谢

注销公告
湘潭成可罗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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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明，电话 15173255511

注销公告
湘潭五人行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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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林，电话 15173255511

注销公告
湘潭超翰越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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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伟松，电话 15173255511

注销公告
湘潭泰东全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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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庆伟，电话 15173255511

恢复经营公告
湖南瑞凯医疗器械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股
东会议决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取消 2018 年 3 月 7 日在《长沙
晚报》刊登的注销公告，解散清
算组。 注销公告期间一切后果由
本公司全体股东承担。
联系人:杨朋冲 电话:13548693355
湖南瑞凯医疗器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大煜泽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
15 年 10月 21 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309117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起点网吧遗失湖南省凤
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3123MA4L55K79Q，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纳也门窗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6 年 3 月 2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105600495631； 遗 失长 沙 市
开福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60123
19780113293X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盛隆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301023384
35888T）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1300162320,
发票号码 0866964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旭格门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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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电话 17775776687

遗失声明
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湘郴危化经字[2015]
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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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德惠家宾馆（税
号 92430102MA4LLX7G37）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张
（发票联），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25571443，声明作废。

◆刘飞阳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21022199510086616,声明作废。

◆陈添东（父亲：陈蒙，母亲：凌
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712111，声明作废。

◆罗石谷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230025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登福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07
年 4 月 27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
8600019173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会同县喜唐楼酒店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 1份,代码:4300174320,
号码:02165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晃县大运摩托车行遗失新晃
地税局核发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122719860320181202,声明作废。

◆李倩（父亲：李国，母亲：唐
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G430309879，声明作废。

◆杨科遗失湖南申湘汽车天
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
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发票代
码:143001720660, 发票号码:
020105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县文林农机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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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莫林，电话 18674867757

◆陈丽帆遗失湖南金钻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水榭花城中城
二期 13号 30088 商铺全款收
据一张， 票号№40006394，金
额 138888 元，声明作废。

◆王俊贤遗失湖南省怀化地区
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证书，证
号 9402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太阳大酒店有限公司蒸
有味华人快餐朝阳路二分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99
403147J)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泉旺通讯器材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2 年 8 月 3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600174296，声明作废。

◆龙剑遗失湖南科技大学学位
证，编号 1053442008001243；
毕业证，编号 10534120080500
13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盈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因
个人原因遗失东易日盛家居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 2015 年 8 月开具的质保金
20000元收据，声明作废。

◆杨帆遗失万国城 2期 B274 车
位 1000元，收据 0005159，作废。

遗失声明
澧县千里马农机专业合作社不
慎遗失澧县农村商业银行大堰
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5583000452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汪江华遗失茶陵县国税局核发
的 43022419870905462X 号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北斗天权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荣钢 13873082202

遗失声明
湖南鑫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8 月 1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社会信用统一代
码 9143011159329479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一佳美清洁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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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小华，电话 15388086582

遗失声明
湖南奕兴电气有限公司遗失宁
乡县万代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联、注册登记联），发票代
码 143001620660，机打号码 00
359103，机器编码 499906601641，
金额 126800元，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水度灯光音响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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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蒋峰，电话 13762083207

遗失声明
长沙银华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领购簿，号码：1430102
00002266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平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5 年 8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
5000167681，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35166374 -6，税务登记证
号（国）430105351663746，
税务登记证号（地）430105
3516637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侨思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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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洪武，电话 18684948961

遗失声明
湖南华洋益通健康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 2017 年 3月 14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
FDYX79，及公章，财务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天寿山茶树种植有限公司
经 投资人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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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务志，电话:13617306866

遗失声明
长沙县榔梨宇恬化妆品商行
（税号 92430121MA4LY4034E）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
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
码 02012006至 02012008，声明作废。

◆刘霖烨(父亲:刘震宇，母亲:
许婷)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
号:L4306167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仁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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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英明 电话:13755140900

遗失声明
湖南仁玺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3 年 1月 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30105000088
1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健科环宇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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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威，电话 15388065955

注销公告
长沙星勤达计算机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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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阳，电话 18665933566

注销公告
长沙食味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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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贤带，电话 18274870655

◆李远搏（父亲：李红，母亲：刘
琼）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5960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寿洲农业有限公司遗失
耒阳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2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481MA4M5N2A93，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传奇英雄
网吧经投资人决定解散，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小华 17607305599

◆邹艺璇遗失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技术学院报到证，编号:2011
12300301092，声明作废。

◆李映雪(身份证号码:433126
198911250042)遗失湖南省司
法厅 2017 年 8月 28 日核发的
(湖南茶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证，执业证号 :14331201711
740320，资格证号 :C2014433
12603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湘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星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3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2100004400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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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雨（父亲：王祖康，母亲：张
力上）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13023，声明作废。

◆陈雨琦（父亲：陈铁军，母亲：刘
桂芬）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82410，声明作废。

◆廖傲洋（父亲：廖劲松，母亲：卢
玲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35761，声明作废。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刘淑婷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0912849300953，声明作废。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梁霄遗
失报到证，编号：2016139253
02029，声明作废。

◆李征利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230063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张脸化妆品(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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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柱,电话 132031660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碗筷好有味餐厅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7 年 5 月 26 日核
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11
1MA4LPTC4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诚亿金控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湘阴县质量技术监
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59100947-9，声明作废。

4月22日18时许， 在朝
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重大
交通事故，一辆载有34名中
国游客的旅游大巴从当地
一处大桥坠落。 截至目前，
已造成中国游客32人死亡、
2人重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
重要指示，要求外交部及我
国驻朝使馆要立即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协调朝鲜有关
方面全力做好事故处理工
作。 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做好遇难者善后工作。相关
地方要主动开展伤亡人员
家属安抚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近期，各类安全事
故频繁发生，必须引起高度
重视。“五一” 假期即将来
临， 外出旅游人数较多，各
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绷紧防
范安全风险这根弦，切实落
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深入排
查安全隐患， 加强防范工
作，完善应急措施，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出批示， 要求抓紧核实具
体情况， 做好救治和善后

工作。
根据习近平指 示 和

李克强要求，外交部及我国
驻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机制，同朝方保持密切沟
通， 协调朝方全力开展救
援。朝方有关部门对此高度
重视，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3
日中午，外交部已派出工作
组偕医疗专家紧急赴朝，与
朝方一道开展救治等相关
工作。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
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事
发后外交部和中国驻朝鲜
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
制，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全力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和
善后。

“我们谨对遇难的中
国同胞和朝方人员表示沉
痛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表示深切慰问。”陆慷
说。

他说， 朝方高度重视，
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中方
全力开展救治、善后和事故
调查工作。中方将与朝方保
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全力做
好后续工作。

■据新华社

韩国国防部23日证实，朝鲜半
岛南北首脑会晤临近，韩国军方主
动暂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对朝鲜
方面广播喊话，以营造和解气氛。

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从23日零时起， 停止在军事分界
线一带的对朝扩音器广播。这是为
降低南北军事紧张，从而为和平对
话营造气氛。”

声明所述“和平对话”，指韩国
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定于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
“和平之家” 举行迄今第三次南北
首脑会晤。

韩国国防部说，暂停对朝广播的
决定由国防部长官宋永武22日下午
作出，韩方暂时没有正式通知朝方。

一名官员说：“我们希望朝方
积极回应，尽管无法立即证实朝方
是否已经关闭他们在军事分界线
一带的宣传广播。”

为筹备首脑会晤，韩国和朝鲜政

府官员23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
阁”召开工作会议，商量首脑会晤的
警卫、礼宾、新闻报道等事宜。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说，安
保措施尤为敏感，因为这是南北首
脑会晤首次在韩方境内举行。

除了警卫安排，双方讨论金正
恩进入韩国境内的路径， 文在寅与
金正恩会晤后是否举行联合记者
会，两名领导人何时通“热线”电话。

■据新华社

32名中国游客在朝鲜交通事故中遇难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作出批示

朝韩元首定于27日首次会面
为营造会晤气氛， 韩军暂停对朝“广播战”

4月23日，在首届数字
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观
众在拍摄数字公民安全解
码芯片。 该芯片由新大陆
科技集团自主研发， 与同
期发布的数字公民安全码
共成一套安全体系， 以硬
件的方式确保用户扫码安
全，保护个人隐私。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