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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岳阳南华安达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信用代码 91430602083556310T）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彬彬家居超市遗失沅陵
县食药工质监管局 2017 年 9 月
30 日核发代码 92431222MA4M
5TXP5T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溆浦县双井加油站（普通合伙）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联,代码 43
00173320,号码 00525644,现作废。

拍卖公告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湘江新区分行与谭文平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 [（2017） 湘 01 执
1040 号]，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
法委托有关中介机构对本院冻结
的被执行人谭文平名下财产进行
了市场价格评估， 评估报告已送
达双方当事人。本院定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拍卖被执行人谭文
平名下财产，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拍卖标的物：被执行人谭文
平名下位于望城区星城镇普瑞西
路 1888 号湖南高星 115 号（权证号
714013099）、116 号 （权 证 号
714013098）两套房产。拍卖网址：
https://sf.taobao.com/0731/02。与
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
人、 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
于拍卖日前向本院主张权利；优
先购买权人届时未主张权利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加
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
拍卖物的拍卖底价、 拍卖公告刊
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
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
本院辅助拍卖机构联系 （蒋先生
13677355816）。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5 月 16 日

◆朱睿琪（父亲：朱胜昌，母亲：高
兰 ）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25067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乡市韶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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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凡，电话:13343463373

注销公告
长沙聚翌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负责
人：罗尚林，电话：18674808938

遗失声明
长沙盛德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 年 4月 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
10072251726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吉祥 100（2015）卡单 2 份,
号码 为 ：900372412431 -900
372413431；遗失银行保险合
同 2 份，号码为：003901000
0532013-0039010000532014；
遗失 0013 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
伤害保险单（A款）-信保通 A4
版 1 份，号码为：0013010000
0020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大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望城分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 3 份，发票代码：430
0164320，发票号码 03005770、
03005772、030057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三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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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子龙，电话 13667384090

遗失声明
温怀株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3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02600107583； 另 遗 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06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
00259313，声明作废。

◆张楚鑫身份证号码 43012219
8509190346 遗失 衡阳师范学
院毕业证，证号 10546120070
50005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遗失： 夏修中，证号 430100
0102548；肖建军，证号 4301
000102555；秦新毅，证号 43
01000102561；廖青义，证号
4301000103077；赵亮亮 ，证
号 4301000103079；施忠平，
证 号 4301000103082； 张 德
生，证号 4301000102784；康
厚桥，证号 4301000103083；刁
来贵，证号 4301000102851；
雷从高，证号 4301000102550
；林财福，证号 43010001030
88；邓经权，证号 4301000103
093；李仕刚，证号 43010001
03097；樊文斌，证号 430100
0103306；莫阴，证号 430100
0103309；姚文彩，证号 4301
000103761；杨孙原，证号 43
01000300842；谢红斌，证号
4301000300919；程喜明，证
号 4301000200728；许厚平，
证 号 4301000200730； 文 化
地，证号 4301000200733；单双
龙，证号 4301000200734；尹
德波，证号 4301000200971；
杨宝平，证号 4301000201133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诚泰胶带店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
323196905200023，声明作废。

◆彭德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书，编码 20034321043252219
7602017395；遗失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证书，编码 21043252200046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匠臻全屋定制家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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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镇，电话 1890075000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博源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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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奎文，电话 0730-3069853

◆周智文（父亲：周新高，母亲：周
永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1417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和祺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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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电话：177528068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老
嗲下厨餐馆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代码 4300173320，号码
1838502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金圣都娱乐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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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区马王堆街道滩头坪路
308 号火炬大厦 3、4 层， 联系
人：李国民，电话 13874825997

◆张诗淼(父亲:张竹青，母亲:黄
丽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1970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文国辉豆制品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8 年 5 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30105MA4PJCN18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旭辉餐馆（税号
43010419810206121601）遗 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1476
14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教建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市分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式两联, 发票
代码 4300171130, 发票号码
061150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湖南晟天光电技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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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梨子山第 006 栋四楼，联系人：
谢文锋，电话：1397587110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
安消防技术服务部（统一社会
代码，92430100MA4P81U557）
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峰县婷婷绿色食品水果超
市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2082547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幽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 号 430103395989860）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20 份，
代码 4300161130，红字发票号
码 00753520、空白发票号码 00
753522至 00753540；遗失发票
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佳胜模型设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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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超，电话 13607490748

遗失声明
长沙富萌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4 年 9 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5000133075；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05394190352；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941903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莫琳卡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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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平，电话：13973157815

◆张忠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本），证号 :43310100
21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依诺瓦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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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项念，电话 13875887427

遗失声明
湖南昱丰泉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4 年 10 月 2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3
000143288，遗失长沙市国家税
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430103096425264，遗失长沙
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0103096425
2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信泰检测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17年 1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4MA4LB9TD9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影珠山瑞祥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121010898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市谱腾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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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李金爱 1376237549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德樽商务酒店遗
失普通增值发票三份，代码:
4300164320，票号:11187565、
11187567、111875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凯旋法律服务所遗失
由常德市司法局 2001 年 6
月 18 日核发的基层法律服
务执业证正、 副本， 证号
218080110426，声明作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范楷遗
失报到证，证号：2017120342
029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杰森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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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卓，电话 1890734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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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其国遗失基层法律服务
工 作 者 执 业 证 ， 证 号
31808011102483，声明作废。
◆刘威（父亲：刘喜忠，母亲：刘新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31497，声明作废。
◆苏宇涵（父亲：苏攀，母亲：曾
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49762，声明作废。
◆袁思源（父亲：袁峰，母亲：高惠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E430855318，声明作废。

◆夏甄（父亲：夏初平，母亲：刘爱
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29400，声明作废。
◆张一茗（父亲：张自来，母亲：
贺艳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O430715489，声明作废。

◆何震睿（父亲:何攀，母亲:曹贤
维)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189247，声明作废。
◆姜依晨（父亲：姜得意，母亲：向
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430178152，声明作废。
◆岑思思（父亲：岑大林，母亲：何
义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832819，声明作废。
◆邓崇熙（父亲：邓振，母亲：陈霞）遗
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178242，声明作废。
◆梁知凤（430621197009225027）遗
失中级职称资格证书，声明作废。
◆陈鑫宇（父亲：陈剑，母亲：谭
云飞）遗失 2010 年 1 月 27 日出
生时间的原出生证，声明作废。
◆江思瑶(父亲：江辉，母亲：贺健
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541803，声明作废。
◆胡雨晴(父亲：胡志友，母亲：袁
卫）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617009，声明作废。

◆刘建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114301083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市斯晨被服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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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勇，电话 18873298878

遗失声明
湖南中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人民路营业部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6 月
5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193434。 声明作废。

最高人民法院16日下发通
知，公布了自2018年5月16日起
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
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
为每日284.74元。

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
事申诉检察厅下发通知， 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
门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
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 执行新

的日赔偿标准284.74元，该标准
较上年度增加25.8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
民人身自由的， 每日赔偿金按
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
计算。” 国家统计局2018年5月
15日公布，2017年全国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数额为74318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自2018年5月16
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
上述标准执行； 各级检察机关
自5月16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
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据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
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 决定在全国推开外
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
记“一口办理”；确定进一步降
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

会议决定，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
要整合构建国家、省、市三级互
联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除法律
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均应
纳入平台办理。坚持联网通办是
原则、孤网是例外，政务服务上
网是原则、不上网是例外，原则
上不再批准单个部门建设孤立
信息系统。二要实行办事要件标
准化。公布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
的“最多跑一次”目录，推行“前
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 原则上不再保留
各地政府部门自设的服务大厅。
三要简化办事环节，能共享的材
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交，并完善相
关制度。 加快电子证照推广互
认。四要建立统一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对未按要求改造对接政务
信息系统的， 不审批新项目、不
拨付运维经费。五要强化数据共
享安全保障，依法加强隐私等信
息保护。到2019年底，使网上可

办的省级、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
分别不低于90%、70%。

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设立
程序，从6月30日起，在全国推行
外资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套
表格、 一口办理”， 做到“无纸
化”、“零见面”、“零收费”， 大幅
压减办理时间。推动银行、海关、
税务、外汇等外资企业信息实时
共享、联动管理。要加强督查，确
保措施切实落地。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降本增
效，会议确定，一是从2018年5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对物
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
税。同时，从今年7月1日至2021
年6月30日，对挂车减半征收车
辆购置税。二是今年底前，实现
货车年审、 年检和尾气排放检
验“三检合一”。简并货运车辆
认证许可， 对未改变关键结构
参数的车型实行备案管理。取
消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
格证和车辆营运证。 对货运车
辆推行跨省异地检验。 制定货
车加装尾板国家标准， 完善管
理。三是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简化物流企业分支机构
设立手续。采取上述措施，加上
增值税率调整后相应下调铁路
运价， 预计全年降低物流成本
120多亿元。 ■据新华社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等

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全年减负120亿元

两高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284.74元

5月16日，在位于印度尼
西亚北干巴鲁的廖内省警察
局总部，警方人员在袭击现场
警戒。

印度尼西亚警方16日说，
印尼廖内省警察局总部当天
遭遇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
子袭击，造成包括一名警察在
内的5人死亡。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