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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轩(父亲:黄兴，母亲:陈姣
利)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872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通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600000084369）不
慎遗失法人（龚向勇）章，财
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嘉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4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及副本（2-1、2-2） 注册号：
4301002014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沙依特科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3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及副本 （2-1、2-2） 注册号：
43010020113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飞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06 年 6 月 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2-1、
2-2）， 注册号：430102200142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鑫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望城支
行于 2017 年 7月 12日核发的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10041555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燕津丽华食品店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码 :
170486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双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143001210338， 发票号码 :00
233901-00233960。 发票代码:
143001110338， 发票号码 :01
309387-01309400 共计 74 份。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4年 8月 25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110292。 另遗失长
沙市雨花区国、地税务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115676677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联拓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于 2015年 10月 2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55764441X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北涌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湘
阴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5 月 25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624MA4L4HW56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昶安遗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2
年 2 月 10 日核发的 4306246001
57181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石鼓村土地流转专业合
作社遗失资兴市工商局永定分
局 2016 年 11 月 14日核发 9343
1081329410996A 营 业 执 照 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芳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3 月 23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0
0129923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
协会（税号：51430000501426
4134）遗失湖南省社会团体会
费收据 25 张，湘财湘财通字
（2014）N0 00610326-N0 0061
0350，声明作废。

◆邓鹏辉（身份证号 43012219
6603142114）遗失建房证一
本，建房地址：望城区格塘
镇凌冲村戴家组，证件号：
望国土集建字【2015】第 25
10 号；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亿豪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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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豪，电话：13875798650

◆章立军遗失坐落于长沙
县黄花镇长湖村建新组的
建房证，编号：乡土管字第
0012049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广菱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龙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4年 9月 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
30000010542，声明作废。

◆李伏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805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城步豪喆机电 (电梯 )工
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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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森豪 18673901616

◆刘阳 (父亲:SADIQUE IS，母
亲:刘金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569935，声明作废。

◆马钰银遗失 2002年毕业于湘
潭机械电力学校中专毕业证，编
号:20021461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海燕遗失怀化市工商局鹤城
分局 2016 年 5 月 17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1202600346226 的营
业副本，声明作废。

◆唐琪遗失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毕业证，专业：法律事务，编号
1153412008064477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金诚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分局
2017 年 8 月 7 日核发 91430800
MA4M02XJ5B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聚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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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强太，电话 17673500517

◆李祖航、李宇帆（父亲：李文，
母亲：李叔辉）遗失湖南省出生
医学证明， 编号：L430362301、
L4303623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桑植县满堂庄园花卉苗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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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权 13924102078

遗失声明
平江县德福源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发 91430626MA4L3
Y7G80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湘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平江县工商局 2016年 3月 30日
核发 91430626MA4L3H0N44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刘柯卓、刘柯越（父亲：刘新，
母亲：黄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
学证明， 编号：L430637642、
L4306376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恰恰姑娘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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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电话：15096307969。

遗失声明
吉首市来福生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吉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4 月 28 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3101NA000147X，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品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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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苗
波，电话 15399975739

遗失声明
湖南圣益鸿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7年 5月 2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MA4LP2KTXU，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建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M
A4LAAL76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悦达钢筋加工厂遗失涟
源市工商局 2012 年 6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3826001364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户周三香遗失汩罗市工商
局 2015 年 5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6816001047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峻明环保有限公司遗失衡阳
市工商局 2016 年 3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2-2，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400MA4L35XX36，
声明作废。

◆孙杰英（男）遗失中南大学材料
工程报到证，证号 20151053310076
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卓越电脑科技不慎遗失
由嘉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05月 21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0246000687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佳佳日化店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峰分
局 2015 年 2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204600133929 声明作废。

◆左伊娜遗失太平洋车险商业
险存根联，CFBA1806500942，
声明作废。

◆陈俊宇(父亲:陈秋华，母亲:
陈利)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I430514030，声明作废。

◆田兰秀遗失中华联合财务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榔梨营销服务
部机动车辆保险单保卡，保单
号:0618430113D0036000020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 1430017206
60，发票号码 02175719；不慎遗
失一辆 CS9EV 车合格证 1 份，
车架号 LA91ALBD9HBLB
A546，发动机号 20171128006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城北粮仓饭店遗失由宁乡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7 月
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1246005652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城北粮仓饭店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5 份 (纳
税 号 43012419780121811301)
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
号码分别为 :14682801 一份；
14682838 二 份 ；14682843 一
份。 发票代码:4300171320，发
票号码分别为:13366113一份；
13366194 一份；13366200 一份；
13300194 二份；13366200 一份；
14441379 一份；14441390 一份；
14441422 二份。 发票代码:4300
173320，发票号码为:17316941
一份。 声明作废。

◆陶静遗失湖南农业大学教育
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证书
（证号：105371201405001 和学位
证书（证号：1053742014001993），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瑾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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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友战，电话：13574779536

◆宗长刚(身份证号码:433025
197507233316)于 2018年 6 月
遗失麻国用(2010)字第 518号
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鸿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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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琴，电话：15161690610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新邮洞庭建材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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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真杰，电话 18673010189

注销公告
涟源市鑫鹏种植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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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钧，电话：13319680199

减资公告
江华金乔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原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壹亿元整,请债权人见
报后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国卿 电话 18974614618

遗失声明
沅陵县孕婴世家母婴店二分店
遗失沅陵县食药工质监管局 20
15年 5月 12日核发注册号 43122
2600177993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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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协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22006274，声明作废。

◆周钰泽（父亲：周正，母亲：冯
亚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487864，声明作废。

◆吴玥瑶（父亲：吴爱云，母亲：赖
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89872，声明作废。

◆彭德智（父亲：丁利军，母亲：
彭泽轩） 出生证遗失， 编号:
L430534914 声明作废。
◆陶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510
683199410030013，声明作废。

◆罗群彬（父亲：罗继成，母亲：唐
芝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1005732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峻明环保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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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沛
林，电话：18107471801

◆刘芹，43052219900415388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鸿宇（父亲：李石林，母亲：戴
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03949，声明作废。
◆舒晨珺(父亲：舒劲焱，母亲：钟
桂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67031，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谢家喜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211342200315，声明作废。
◆易乐(父亲：易建良，母亲：蒋香
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560212，声明作废。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今日从长
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获悉，本
周（5月30日-6月5日），长沙市八大
类商品“5涨3跌”。其中食用油、肉蛋
类、水产类、水果类和副食品零售均
价 环 比 上 周 分 别 上 涨 0.13% 、
0.03% 、0.14% 、1.66%和 0.07% ；成
品粮、 蔬菜类和调味品零售均价环
比分别下跌0.58%、3.12%和0.42%。

据了解，近日，长沙本地蔬菜
供应增加，加上外运货源不减，平抑
了蔬菜整体均价， 最近蔬菜价格降

幅较大。
据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监测显示，随着端午佳节临近，
鸡蛋需求增加， 上周长沙市场上
鸡蛋价格回升， 零售均价环比上
涨2.20%； 本周鸡蛋价格环比持
平， 鸡蛋零售均价仍为每斤5.11
元。零售方面，受上周生猪价格上
涨影响，猪肉整体均价微涨；水产
类均价上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实习生 李红

采访中， 记者发现家
电、纸巾等不少日用品同样
“藏匿”着“电商专供”产品。

家住天健城的张先生在
商场看中一款55英寸电视，
然而实体店售价6299元，网
上只需4999元。 张先生仔细
对比后， 发现两者型号存在
细微区别，“网络款上的最后
一位字母为U，实体店销售款
的最后一位字母则为A。”

对此，该品牌电视五一
广场苏宁云店相关人员告
诉记者， 因线上低价策略，
会为电商专门“特制”低成
本产品，而与线下型号“神
似”的电商专供产品其实是
“低配版”，“尽管标出的参
数所差无几， 但在外观设
计、液晶屏类型、底座选材、
能效等级、具体型号的尾数
上都会有不小差距。”

“专柜千元，网店半价”背后有何隐情
与实体店同款的电视，网购要便宜一千多？你买的可能是“电商专供”低配版

实体店专柜试货，网店下单，这已经成为时下不少人
购物的标准模式，甚至半价就能买到心仪的东西，简直完
美。然而，你买到的很可能只是低配版。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网购日常化、不少实体
品牌拓展线上市场空间的同时，一些贴着“电商专供”标签的产品也随之出现：一箱同
品牌的纸巾网店便宜一二十元，看似一样的电视机价格相差千元，型号仅差一位字母
……尽管外表、型号多与实体店商品相差无几，但价格却差了很多。 ■记者 陈柯妤

网购“正品”
专卖店拒绝提供售后服务

“搜到网上同款只要一半
价格，就立刻入了手。”不久前，
罗小姐逛街时看中某品牌衬
衫， 但实体店标出了近千元的
售价。6月5日，当罗小姐兴冲冲
地打开收到的包裹试穿后，“看
起来一模一样的款式， 质地却
和实体店里的摸起来不同。”罗
小姐向旗舰店客服提出质疑，
客服却表示是电商专款产品，
仍“保证正品”。

6月5日， 记者来到上述品
牌位于长沙国金街购物中心的
专卖店询问得知， 线下门店并
不对网购服饰提供售后服务。
该店店长解释， 虽为同家品牌
集团， 线上和线下却不是一家
公司经营， 授权不一样，“不仅
同款材质有差异， 出售款式也
有80%不一样， 大部分电商专
供产品还是去年的旧款。”

网店“神似”款彩电实为低配版

记者了解到，与线下同
款的“电商专供”产品为同
一品牌商生产，也经过授权
销售，所以不是假货，只是
销售的渠道为互联网。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律
师杨亲辉认为， 如“电商专
供” 商品外观条码与实体店
商品完全相同或者仅有消费
者难以发现的细微差别，而

质量却相差较大， 则属于误
导消费者，违反了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保护消
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涉嫌欺
诈，消费者可向商家索赔。

杨亲辉提醒，消费者在
网购下单时，应注意商品的
详细介绍，着重关注是否与
实体店同款，是否享受实体
店售后服务等。

“电商专供”虽非假货 购买选择需擦亮眼

蔬菜价跌，肉鱼微涨，蛋价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