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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羽欣（父亲：肖华伟，母亲：杨
储）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591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福源大酒店遗失
湘潭市工商局雨湖分局 2010
年 4 月 8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430302600111808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茶陵县中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7 日股东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从 1078 万元减至
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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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谭
海云，电话：13975374188

注销公告
隆回县一隆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经社员会议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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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时衡，电话 18773927133

◆谢腾云遗失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装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
证书，证号 ：13921120120600
1336，声明作废。
◆龚雅文（父亲：龚鹏，母亲：熊祎
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90764，声明作废。
◆徐爱国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896，声明作废。

◆罗旺凯遗失南华大学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就业协议书，编号：
1171055505461，声明作废。

◆胡宇桐（父亲：胡稳安，母亲：
王晶）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75585，声明作废。

◆本人吴敏所购学府星城 5 栋
2201 定金收据遗失 收据代码
0002282，身份证号码 4306261
9861027212x，声明作废。

◆李雨欣（父亲：李建平，母亲：
徐顺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59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东县永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代码：4300171350,票号 0166
24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康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码 :
113824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铜官陶瓷总公司墙地砖
厂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望城分局 2014 年 4 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2000024858；另遗失望城
县国家税务局 1996 年 9 月 9 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2184176739；声明作废。

召回公告
本经营部于 2017 年 3 月从广
州润铭医疗器械进购的诺和针
头，经查有安全隐患，请在我店
购买的消费者提供相应的票据
与我经营部联系处理。 特此公告
湘潭市岳塘区佰佳医疗器械经营部

2018 年 5 月 8 日

遗失声明
湖南可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 、发票联壹份，发票代码
4300171130，发票号码 05760
283，金额 26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何卫方米粉厂遗失岳阳
县工商局 2013 年 3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06216001997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浩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0M
A4LHJR427）遗失乐树平
（身 份 证 ：431126198403150
094）法人私章，及公司公章，
声明作废。◆曾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 431315310476，特此声明。

◆王兵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22006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鸿都环保机制碳厂（普
通合伙）遗失炎陵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4 年 3月 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225
000008690，声明作废。

◆张佳欣（父亲：张为全，母亲：曹
霞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733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苏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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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伟，电话 13975124394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元信机电设备维
修中心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雨湖分局 2012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3026001651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恒万铝塑不锈钢批发
部遗失税控盘，盘号 889902
951752，税号 430721198309
2500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冒奇屋酒吧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卷票） 一份， 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 票 号 码
00085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百度音乐会所王
岳湘遗失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字地湘
43012419651225471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永忠工程队杨永忠遗失
凤凰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33123MA4LM88W8B，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启湘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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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小桃，电话 13387306610

注销公告
株洲市一日千里速运物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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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佐华，电话:13974139900

注销公告
涟源市湘辉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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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蓉 电话:15520590171

遗失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中心支公司农险部遗失
财产险保单 6 份:117430002305、
117430002571 -2575;宁 乡县
支公司遗失吉祥如意无忧卡
13 份 :144322093896 -900、14
4322095401-408;家无忧金卡
2 份 :114388086038、11438811
2945;榔梨营销服务部遗失吉
祥如意无忧卡 1 份:1543224824
68;公司业务部遗失中华驾无
忧银卡 1 份:134338039988;吉
祥如意无忧卡 7 份:14432209
4126 -127、154322287945、15
4322287948、154322292365、
154322353391、164322674510
家无忧金卡 1 份:144389025507;
高开支公司遗失中华驾无忧金
卡 1 份:134339031270;芙蓉支
公司遗失吉祥如意无忧卡 18 张:
144322015790-794/796-800/
5919/6018/144322214090/1543
22350755-7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翰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株洲泰山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2
0002883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东山新城钢材店遗失湘
乡市工商局 2006 年 6 月 9 日核
发的注册号 430381600021295
营业执照正副各 1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田大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7
年 10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04MA4L2W7T3Y，声明作废。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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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本人钟施琪遗失湖南商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
证书编号 105541201105001633，
声明作废。

◆洪升遗失湖南大学就业协议书，
学号 201408030315，声明作废。

◆刘致远、刘子洋（父亲：刘少军，
母亲：刘敏）遗失各自出生医学证
明， 编号分别为：L430371872、
P431076008，声明作废。

◆杨林遗失湖南科技大学三方
协议 ,编号 :1181053404328,现
声明作废。

◆罗舜禹（父亲：罗争光，母亲：邹爱
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28858，声明作废。

◆刘锦程（父亲：刘必强，母亲：张巧
利）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17344，声明作废。

◆杨峻豪（父亲：杨贤超，母亲：肖
检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636580，声明作废。

◆胡汉麟（父亲：胡勇，母亲：欧阳
飞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179066，声明作废。

◆邝睿烨（父亲：邝民强，母亲：邓
阳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25159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阴辣味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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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新平，电话 13166118828

◆李枫晴（父亲：姚宏伟，母亲：李
兰元）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12574，声明作废。

◆陈文、唐袁遗失准生证，证号
10527105150040D，声明作废。

◆孙志敏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4938，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张晓寒、符耿因保管不善，将
醴国用（2010）第 0694 号土地
使用证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晓寒、符耿

注销公告
涟源市年年红种养殖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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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电话 18073827779

注销公告
湖南优胜美递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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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凌，电话 1305517267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刘程辉：
本会受理的[2014]长仲字第 717
号申请人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谭磊、曹
征东、湖南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及你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
书、 仲裁员名册等有关材料，请
你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会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的选定仲裁员期限、 答辩期、
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
15 日、30 日内。申请人选定黄吐
芳为本案仲裁员，如你未能与本
案其他被申请人共同选定仲裁
员，且亦未能与申请人就首席仲
裁员人选达成共识，本会主任将
依法指定聂钟敏为本案首席仲
裁员， 指定阳建国为本案仲裁
员， 三人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 9 时在本会
2031 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会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731-89912976。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湖南天劲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扩建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口服液车间智
能化改扩建；新建 A1 标准厂房、
消防水池、污水站技改。 年扩建
生产口服液 33000 万支（其中扩
产强骨生血口服液 29000 万支
和 4000 万支鹜芪口服液），总投
资 8288.91万元。
二、项目主要污染物及拟采取的
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
大气污染：施工期大粉尘及扬尘
通过洒水降尘，可有效降低扬尘
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
噪声：主要为挖掘机、混凝土拌
和机等机械施工活动产生的噪
声， 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较远，
经距离衰减后，影响较小。
2、运营期
运营期工程废水经过厂区污水
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至岳麓区
污水处理厂处理，厂区生产车间
少量的跑漏废气经过加强通风
后无组织排放，工程新增设备噪
声通过减震降噪后在厂界能够
实现达标，一般固废由环卫部门
统一收集后处置，废活性炭和废
渗透膜由厂家回收处理，废机油
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在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和地
方的环保法律、法规，执行“三同
时”制度，并在建设和营运过程
中落实以上各项环保措施的前
提下，从环保角度出发，认为本
项目建设可行。
四、项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 湖南天劲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钱总
联系电话： 0731-88711245
环评单位： 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证书编号：国环评证
乙字第 2706号）
通信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红星副食品批发市场综合楼 1 栋
415房 联系人： 徐 工
联系电话：0731-83976806
五、公告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对该项目建设予以公示。
公众对本建设项目现状及以上内
容有环境保护意见的， 可在公告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电话、书
面向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提出。

湖南天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周子昂（父亲：曹添非，母亲：周
佩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08643，声明作废。

◆刘杰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03810030207000107，声明作废。

◆袁磊(父亲:袁小哈，母亲:沈小
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569225，声明作废。

本报 5月7日讯 今日，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曝光了一批住建领域失信
行为。

在这次公布的名单中，记
者注意到， 北辰三角洲C2、C3
区， 中房瑞致（中交·中央花
园）， 中央美郡， 中冶·中冶公
园，奥克斯缔壹城，达美·溪湖
湾，宇洋西海广场，信享汇，梅
溪青秀， 这些楼盘均因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而被
查处，而此前北辰、中房瑞致、
中央美郡、 梅溪青秀也因捂盘

惜售被媒体曝光。
此外，新力紫园、润和国际

广场则因对执法部门的整改
要求，未及时落实到位而上黑
榜；中环地产北辰壹门店因无
备案证明，现场公示房源无委
托书被曝光；万润璞瑅时光因
蓝天保卫战相关措施不到位
被查处；新环境八方小区店因
无法提供房源委托书、经纪服
务合同未由从事该业务的一
名经纪人或两名协理签字等被
曝光。

■记者 卜岚

本报5月7日讯 限价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监制流程是怎样的？今日，
长沙市发改委、市住建委、市国土局
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限价商品住
房销售价格（成本法）监制流程的通
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
长沙限价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成本
法）监制流程包括受理、审核、监制、
告知4个环节， 最短可在共计10个
工作日完成（详细流程见图）。

《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报送资料时， 应到楼盘所在区县
（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核实
情况并签署意见；各单位（部门）按
职能职责，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项
审核工作，并签署意见；房地产开发
企业自愿选择按成本法监制其所开
发商品住房项目销售价格， 须提出
书面申请报告说明理由， 经长沙市
发改委根据市政府调控政策综合考
虑同意后执行， 确定后企业不得再
变更监制方式。

据悉， 为进一步加强限价商品
住房价格管理， 维护房地产市场秩
序，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去年年
底，长沙出台了《长沙市限价商品住
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办
法》）。《办法》 对限价商品住房价格
的具体构成作出了详细说明， 明确
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由成本加利润加
税金构成。 限价商品住房的平均利
润率为6%-8%。

■记者 陈月红

长沙出台限价商品房价格监制流程
包括受理、审核、监制、告知4个环节 最短10个工作日完成所有流程

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
北辰三角洲等被记入失信“黑名单”

链接

上周长沙内五区成交2021套，环比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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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商品房价格监制（成本法）流程图

上周长沙部分楼盘抢房大
战开启， 成交量也迅速上涨。据
湖南中原数据平台显示，2018年5
月第1周（4.29-5.5），长沙内五区
一手住宅成交2021套，成交面积
24.5万m2， 环比分别上涨24%、
37%，成交高于今年周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