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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耒阳市灶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耒阳市国土局核发
的耒国用[2006]第 011166 号
土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长坪乡中学遗失耒阳
市国土局 核 发 的耒 国 用
1998-21-001 号（划拨）土地
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林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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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茂林，电话 13973398856

◆朱扬斌（父亲：朱敏，母亲：
张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L430478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专心木材批发部
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8 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
0112MA4LMCM73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武奇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13
年 12 月 1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821600152588，作废。

◆柏庆春遗失警官证，警
号:0111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拾忆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天元区工商分局 2017 年
12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11MA
4PB97A8B，声明作废。

◆张迎 5月 13日遗失湖南大学
学生证 F1725W1418；身份证 42
11251995082800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唐门虾容餐饮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5份，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
号码:07782256、07782282、
07782284、07782289、077822
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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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家健，电话 18688399159

遗失声明
李小春遗失慈利县工商局 2013
年 10 月 9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8216001475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江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3130，发票
号码：044599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一立瘦美体中心遗失慈
利县工商局 2012 年 8 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2160012160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阴县运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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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文智，电话：15802536684

遗失声明
安仁县晨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安仁县工商局 2017 年 1 月
11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8
MA4LAL9X2E，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西蒙丝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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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电话 18620661888

寻亲公告
2013 年 5 月 31 日，朱世恩在湖
南江华县 S326竹市路段捡拾女
弃婴一名，请亲生父母持有效
证件到江华县码市镇竹市村与
朱世恩联系：13787468480

注销公告
湖南宏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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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电话 13327388816 遗失声明

湖南宏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563528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誉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21MA4PC0UJ9
9）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11
30，号码 0537127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爱尚逗鱼钓具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决定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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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人：廖
玲玲，电话：13762780598

减资公告
株洲雪松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 800 万元减至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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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蒋宏国 13707331512

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4 月 2日岳阳湘北人
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4500 万元减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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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0-8982100 18673055016
联系人:汪伦
岳阳湘北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18 年 5月 15 日

遗失声明
湖南金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7880
258943)，工商银行基本户账号
(19010230192000907225) 因 公
司财务章及法人(曾志敏)私章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觅城网络会所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 年 4 月 22 日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3010500015533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福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位于兴联路 360号福
晟世家小区 19栋 1901汤红兵
物业专项维修基金专用收据第
三联，凭证号为 :0002977457，
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 )
收据第四联，凭证号为 :0027
14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私亨迦咖啡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年 10 月 2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
122199004201139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大楚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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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萍，电话 15388078877

遗失声明
长沙蜗牛网吧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年 8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2563754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福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10000019681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公司股东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决
定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
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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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975005134
联系人：谈娟
岳阳金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周理治遗失律师执业证，证
号 14301199410654057，流水
号:10600543，声明作废。

◆祝友斌遗失执业医师注册证，
证 号 141430822000123。 遗
失执业医师证，证号 200743
141430822198107283636。 遗
失湖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
证，证号 33021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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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泰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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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伟，电话：13592319256

遗失声明
花垣县德福鲜肉店(92433124
MA4LHUFⅩ3D)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两份，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 27537
945-27537946，声明作废。

◆杨滨（父亲：杨建明，母亲：宋红
燕）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544918，声明作废。

◆叶梓瀚（父亲：叶索，母亲：肖姣）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250004，声明作废。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王晓
亚遗失大学毕业证，编号 43072
219901002002X，声明作废。

◆李佩瑜（父亲：李新，母亲：黄运
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40886，声明作废。

“不限流量套餐”套路多，小心掉坑
提醒：定向流量某些界定较模糊，消费者可能会花冤枉钱

本报5月16日讯 今
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芒
果TV、湖南移动联合推出
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湖
南|三湘巨变·全民上网计
划”发布会在长沙举办。

为助力全民上网计划
全面落地，湖南移动将进一
步加大补贴资源投入，通过
开展0元换4G、 红包购机、
信用购机等系列活动，力争
让更多客户享受4G网络体
验，进一步降低流量资费和
门槛，持续加大光纤网络建
设覆盖和推动智慧政企、智
慧潇湘标杆应用打造。

湖南移动与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共同推出的“暖
流公益计划”，将面向湖南
精准扶贫平台40万建档立
卡贫困户，计划赠送240万
G流量。湖南移动用户办理
或升档为全国流量不限量
套餐的， 就可登录湖南移
动官微、手厅、和包支付客
户端活动专区， 以用户本
人名义通过湖南移动向贫
困地区人群捐赠 6GB流
量， 捐赠者将获得暖流大
使认证书， 并有资格参与
抽奖活动。此外，湖南移动
各市州公司的“培训下乡”
活动也将同步进行， 通过
广泛开展“上网课程”培
训， 指导贫困人员运用手
机终端上网， 积极为扶贫
电商平台导流， 带动当地
特色农副产品交易， 最终
实现精准脱贫，惠利三农。

■记者 杨田风

近年来， 湖南区域的零售市
场风云变幻。自2004年进驻湖南
以来， 湖南苏宁在14年的时间里
坚持智慧零售，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 实现线下实体店与线上
电商的全方位结合， 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 形成家
电零售、智慧物流、苏宁金融、苏
宁小店以及红孩子母婴等多业态
协同发展的格局。

早在2016年初，苏宁控股集团
便与湖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到2020年，苏宁在湖南投
资400亿元， 在置业投资、 互联网
O2O、跨境电商、互联网+扶贫、互
联网金融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从实际来看，苏宁400亿投资
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国家中部崛
起计划中的重要板块———长株潭
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也将得到湖南苏宁日
益完善的零售生态圈助力。 如在
去年12月签约的苏宁望城智慧物
流电商产业园项目占地45万平方
米，建成后将成为集电子商务、物
流配送、后勤服务、开放平台于一
体的未来湖南区域最智能化、现
代化的电商自动化物流中心。

“企业的价值，就是创造有价
值的企业， 苏宁是一家社会化的
企业，在公益的道路上，只有始点
没有终点，苏宁愿与大家一起，消
除每一处贫困， 帮扶更多的困难
人群，让公益之树常青。”苏宁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2018苏
宁公益战略发布会暨27周年公益
庆生仪式上动情演讲。 通过电商
扶贫， 湖南苏宁助力湖南株洲炎
陵县黄桃、 怀化麻阳县冰糖橙等
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经济信息

湖南苏宁14年 智慧零售助力中部崛起

本报5月16日讯 今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2018年4月份70个大
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 其中长沙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0.2%， 同比上涨
3.8%；二手房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0.6%，同比上涨4.6%。

4月，70个大中城市中，环比

涨幅最大的城市分别为丹东、海
口和三亚。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长
沙，房价涨幅在明显回落。不过二
手房价格倒挂现象严重， 环比涨
幅超过新房。从不同面积段来看，
长沙90平方米－144平方米户型
价格环比涨幅最大，为0.2%。

■记者 卜岚

4月长沙新房价格同比涨3.8%

本报5月16日讯 今日，位于
长沙经开区的索恩格汽车部件
（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恩
格公司）新工厂宣布开业，2018年
底预计产能1500万台起动机与发
电机。目前，索恩格公司已启动了

二期项目规划， 预计将于今年底
正式启动建设，2020年完成建设。
据悉， 目前与索恩格合作的品牌
有48家，其中广汽菲克、比亚迪等
本省汽车整车厂商都是其客户。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郑杨

长沙索恩格新工厂开业

湖南移动联合
湖南日报推暖流计划

每逢“5·17”世界电信日，
运营商往往会推出优惠促销活
动，今年也不例外。如湖南移动
启动全民上网计划，5月17日至
20日期间， 长沙移动将举办超
千场“5·17”促销活动；湖南联
通启动5·17网购节，5折产品和
服务比比皆是； 湖南电信则主
推流量不限量套餐优惠。

据了解， 三大运营商均已
打出全国不限流量、 定向不限
流量的旗号， 而且流量套餐降
价已成大趋势。

不限流量套餐纷纷降价

近来， 三大运营商的不限
流量套餐集体打出了降价牌，
有些套餐月费已经低至百元以
下。比如联通“小冰神卡”每月
才99元， 此前相关套餐最低每
月也需198元； 原来中国移动
“任我用卡”238元套餐每月含
5GB流量，而“任我用卡 (新 )”
198元套餐含40GB流量。

记者还注意到， 一些定向
不限流量卡优惠力度也不小。
如腾讯的王卡，套餐外流量1元
包括800M全国流量，但现在可

升级为套餐外流量1元包括
1GB国内流量。

超出流量限速又费钱

不限流量套餐同时存在一
些限制条件。如移动的“任我用
卡 (新 )”198元套餐每月超出
40GB流量后限速至不高于
1Mbps， 当 月 使 用 流 量 超
100GB后可继续上网， 限速至
不高于128Kbps。

此外， 一些定向流量卡也
存在着限制。 以优酷和电信合
作的“大小鱼卡”为例，其说明
显示，“优酷视频专属流量不包
括优酷客户端内图片、文字、弹
幕加载、 打开优酷视频时加载
图片、 文字等产生的流量”，显
然，第三方广告也不在内。这样
就较容易超出流量多花钱。

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分
析， 目前定向流量卡宣传较模
糊，加之APP功能较多，有些调
用可能确实不包含在定向免流
量里面，但在移动端，不少消费
者以为APP内点击都为内部调
用，往往容易忽略，进而花一些
冤枉钱。 ■记者 杨田风

三大运营商已推出各种“不限流量套餐”，但用流量上网时需注意
一些限制条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