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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辉旺保洁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大垅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8235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挺立箱包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1 年 5月 3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3600136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楚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导
区支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10037137601，遗失财
务专用章、原法人（梁思）私章
各一枚，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中心支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10079031405
40)遗失银行帐户印鉴章一枚，
该章为(汤红斌)人名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海隆电脑商行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码 :
086547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凤凰淇佑美容美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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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梁，电话 18974393338

注销公告
凤凰县崇德民族商贸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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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梁，电话 18974393338

注销公告
凤凰红姐美容美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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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梁，电话 18974393338

遗失声明
湖南诚布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203MA4M4H838M）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48 在衡山县麓
园大酒店公开拍卖位于衡山县
城解放北路 35-47号房地产，房
屋建筑面积 4774.88 平米，土地
面积 2977.4 平米 (国有出让，商
业、 医卫用地 )， 门面临街长
29.50 米， 整体拍卖， 参考价
3880万元，保证金 800万元。 该
资产位于县城中心，商业繁荣。
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名：衡
阳金恒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衡阳分行营业部；
账号：692871838。 有意竞买者，
请于 5 月 28 日下午 5：00 前持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和 800 万元
保证金缴纳凭条到衡山县开云
镇五一中路 66 号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该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开始
展示，按展示现状拍卖。
联系电话：13807477170（雷先生）

衡阳金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5 月 3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励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24MA4LRU
RH3M）遗失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颐来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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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方兴，电话 15211155581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8年 4 月 28日湖南湘军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
元减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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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式:0743-8228858
联系人:张湘峰

湖南湘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8 年 4 月 18 日湖南麻辣魔
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
万元减至 1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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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方式:0738-5566114
联系人:曾卫平
湖南麻辣魔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游泳协会遗失开
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
分行望城县支行高塘岭营业所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
137060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老潘虾尾餐馆
（税号 432322197011064551）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29
414505、294145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岑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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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芳，电话:13203156945

注销公告
岳阳市兴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
址：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花
板桥路 52号,联系人:黄乐夫,
电话：15675885088

撤销解散（注销）公告
岳阳祥和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撤销 2018年 4 月 3 日刊
登的 解散（注销）公告,解散清
算小组，恢复经营，特此公告。联
系人:蒋艳，电话 183073061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万轩源日用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7 年 4 月 25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30102MA4LL3
XW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湘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和质
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2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1382000022374。 另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号:09257246X，声明作废。

靓房出售
新地东方明珠，湘江之边，谷山
脚下， 地铁之旁， 金星北路之
上，楼盘二期楼王之稀有一楼，
三室二厅二卫两阳台 (132 平
米)，近三十平米的开放式阳光
书房、茶室，近百平方米私家后
花园，尽享高品位之田园生活，
全屋英伦风格的实木家具地
板，暖气、空调应有尽有，屋里
清一色的德国博士家用电器，
个性品质精装自住， 毗邻师大
星晨实验附小、附中，就读区位
优势明显。 带家电家具出售。
联系电话 1397313136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星晴饮品店遗失
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
16 年 8 月 29 日核发的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11021988
0716104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峰县五味子健康药房遗失发
票领购簿一本，税号：43052119
87021826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永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91430300799100
3948 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20001182302开户行为华
融湘江银行汽车城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永辉汽车修理厂
遗失株洲市工商局荷塘分局 20
17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92430202MA4L
W6XP9T 和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20001744801 开户
行为华融湘江银行汽车城支行，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康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电话：15367986636
清算组联系人：刘盼盼
湖南康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5月 2日

注销公告
涟源市伟彩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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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国，电话 13873886362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佳诚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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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电话 15387523911

注销公告
湘潭军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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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建湘，
电话 13203228666

注销公告
长沙普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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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妙霖，电话 13808412688

清算公告
湖南盛泉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
冷水江市铎山镇岩口村（镇政
府办公楼二楼）。 联系人:�苏争红，
电话:17397384436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百会堂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 地址:冷水江市新城路
（人防办院内）。 联系人:姜一萍，
电话: 1517383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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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耒阳市盛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盆
分社发售的 10 份转账支票，其
中支票号码为 0000402043250
4153156-000040204325041531
61 号支票 6张，另号码为 0000
4020432504153163、000040204
32504153165、00004020432504
153166、00004020432504153171
号支票 4 张，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盛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耒阳市支行核发
的核准号为 J5547000311001
的开户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颖哲遗失第八代全新凯美瑞
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以及保险
单。 合格证编号 YE805200123
5761，发动机号 P397449，车架号
LVGBM74K6JG006165；购车发
票代码 143001750660，发票号码
00916511（发票作废）。 交强险单
号 ACHS034CTP18B001267V，商
业险单号 ACHS034Y1418B0012
20A,特此声明。

债权债务申报登记

公 告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拟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
理，请各方债权人（包括但不
限于机关 、团体 、法人 、自然
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等）向湖
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申报登记。 现就有关债权债务
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2018 年 5 月 4 日
至 2018年 6月 17日，共计 45 日。
二、申报登记的债权债务范围：
申报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前与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形
成的真实、合法 、有效的所有
债权债务关系。 三、申报债权
时提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及债权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有效债权、
债务凭证：①工程类债权：工
程合同、工程结算依据、工程
结算欠款凭据、发票 、银行进
账等相关资料；②借贷类债权：
借款合同、借条、欠条、收据、
汇款凭证等有效凭证、已支付
本金利息的有效凭证等相关资
料 ；③其他 ：合同、合同履行
情况的相关书面文件 、发票 、
欠条等相关资料。 以上文件均
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3、对申
报债权有抵押、担保和连带责
任等情况的，还应当书面说明，
并提交有关书面凭据的原件及
复印件 。 四、申报登记地点 、
时间 ：地点 ：湖南神牛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星城美域项目部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397 号）
时间：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00。 五、申报登记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康露
15084854342刘伟玲 18975130789
六、注意事项 ：债权人如果申
报登记期限内未进行债权登记，
将按国家有关法规办理。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4 日

遗失声明
伍建国遗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1 年 11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216001056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思雅鞋店遗失岳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楼分局 20
15 年 6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602600562
43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山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09 年 8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2
00009212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志斌遗失怀化市工商局鹤城
分局 2014 年 11 月 24 日核发注
册号 431202600339673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汝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3 年 4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2600409215，声明作废。

新疆瓜果
“打飞的”直供长沙

4月25日，绿怡康农村合
作社瓜棚基地， 农户们正忙
着摘果、装箱、装车，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这批运往长
沙的香瓜当地人称之为“白
甜美”。“运到乌鲁木齐选果
包装后， 再搭飞机货运到长
沙，前后两三天就可到。”宋长
保说， 第一批900多公斤的
“白甜美” 运到长沙后卖得很
火。到5月初，哈密瓜“西州蜜”
就成熟了，接下来就是葡萄和

西瓜，一直到11月底，几乎都
会有新鲜瓜果销往湖南。

为了这些瓜果顺利出
疆，郴州援疆干部、托克逊发
改委副主任陈子龙可谓“操
碎了心”： 为企业和电商平
台、 线下渠道商之间牵线搭
桥、 带领企业参加湖南农博
会、 发动援疆干部当农产品
代言人等等。

更多农副特产
搭上电商快车

去年12月底， 吐鲁番白

粮液酒因参加湖南农博会而首
次踏上湖南土地， 可以说一炮
而红。“大家试了都说好喝，参
展第一天，带过去的230箱酒就
全部卖完了， 还签订了15家意
向客户。”吐鲁番白粮液酒业有
限公司销售总监乔翰墨说，就
在上个月， 湖南一家企业与公
司签订了年度销售1500万元的
意向合同。

白粮液酒是用吐鲁番独有
的白高粱酿制， 以前基本只在
新疆卖，乔翰墨说，在郴州援疆
队的帮助下， 公司将物流仓储
前置， 对销售推动非常大，据
悉，今年6月，白粮液酒业在长
沙高桥大市场开设的形象店即
将营业。

与白粮液酒一样， 托克逊
县还有很多优质农副产品，因
为销售渠道单一、 物流瓶颈制
约而“养在深闺人未识”，这样
的局面正在扭转。

记者在一份成绩单上看
到： 郴州援疆工作队带领建设
了“托克逊县国家级电子商务
示范项目产业园”，产业园引进
数十家企业入驻， 建成县级仓
储物流分拨中心1个、网贷中心
1个、 仓储冷链中转中心1个和
乡（镇）仓储物流分拨中心1个、
8个乡（镇）电商服务站以及25
个村级电商服务点。

系列报道之产业篇

4月21日，吐鲁番盛达丽服饰有限
公司厂房内，工人们熟练地操作机器，
加紧生产。34岁的美哈尔古丽·克热木
站在工台前，拿着熨斗熨衣服。去年，
她报名参加了吐鲁番市“一户一工人”
的培训，通过考核后，今年2月5日正式
上岗。 此前， 美哈尔古丽没有固定收
入，如今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既能照
看孩子，又赚了钱，日子“美美的”。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新一轮对口
援疆以来， 湖南走出了一条以促就业
兴产业的援疆路子。记者获悉，从今年
开始，湖南省总工会计划5年时间共安
排1000万元资金， 培训吐鲁番城乡富
余劳动力就业3万人以上。

援疆工作队巧借电商平台为当地农副特产找销路

在长沙几乎全年都能吃上新疆瓜果

从4月开始，长沙各大水
果店的香瓜、西瓜、哈密瓜很
可能就是来自新疆吐鲁番。

“第一批成熟的香瓜4月
20日运往长沙了， 这两天就
会采摘第二批发过去。”吐鲁
番托克逊县绿怡康农村合作
社负责人宋长保开心地介
绍， 以前这种瓜都只在本地
卖， 今年将全部出疆销往湖
南，大约有30吨。

畅通无阻的销售渠道，得
益于对口援建托克逊县的湖
南郴州援疆工作队，巧借电商
平台、对接线下代理商的多项
帮助， 从去年4月到11月底，
绿怡康农村合作社销往长沙
的甜瓜、哈密瓜、西瓜、葡萄等
达到1000吨。

这也意味着，长沙人几乎
全年都能吃到从新疆运送过
来的新鲜瓜果。

■记者 杨田风

数说援疆

去年10月，湖南对口吐鲁番市产
业援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沙市举
办， 会上签约项目18个， 签约金额
51.75亿元 ，促成湖南8个国家级园区
和2个省级园区与吐鲁番4个园区结
对共建。目前，共有28家湖南企业签
约吐鲁番，投资额达102亿元。

援疆新模式

“一户一工人”
就业就在家门口

新疆当地一瓜棚基地，农户们正忙着将刚摘下来的瓜果装箱、
装车，这批货运到乌鲁木齐分装后再空运到长沙。 记者 杨田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