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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投资20亿元
京东无人车总部
项目落户长沙经开区

“6·18”电商狂欢，小心先涨价再打折
侵害消费者权益现象频现 工商质监联合开展“网剑行动”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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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1日讯 今日， 京东无
人车总部项目正式落户长沙经开区，
该总部项目投资20亿。当天的签约仪
式上，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
江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出席并见
证签约仪式。

据了解，去年12月6日，长沙经开
区管委会与京东集团签订了总投资
100亿元的京东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
项目。此次签约的京东无人车总部项
目是其中的首发板块。总部项目预计
3年内总投资20亿元，用地约500亩，
分两步实施：一期租用科技新城部分
物业，建设“京东军民融合（长沙）研
究院”及“京东无人车（长沙）产品开
发中心”； 二期计划建设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

据京东集团副总裁、X事业部总
裁肖军介绍，落户长沙后，总部项目主
要致力于三大产品的研发生产：一是物
流机器人，二是无人机，三是无人车。

预计未来5年内， 京东无人车总
部项目将吸引不低于1000名大学本
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以及10
个以上的专家团队落户长沙经开区。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卢萍 通讯员 黄姿

天猫的“服饰大牌”主题、
京东的“家电爆品盛宴”……
各大电商平台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618”促销。不过，有消费
者向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在
“618”到来前，部分商家在经
营过程中依然存在调高售价
后再进行打折促销等行为。

商家“先涨价、再打折”

6月11日， 长沙市民胡小
姐称，4月30日，她在女装品牌
MAXRIENY天猫旗舰店中看
中一款名称为“蕾丝衬衫领不
规则下摆连衣裙” 的商品，彼
时销售链接显示价格为960
元。

“犹豫了两天，发现商品
价格涨到了1073元。” 胡小姐
回忆，5月初，该款商品参加了
品牌聚划算大促，价格又回到
了960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
现，贴上“618”促销标签，却并
未打折销售的品牌和商品还
不是少数。 在Zara品牌旗舰
店，货号为08197009406的高
腰短裤销售页面显示其“狂欢
季”价格为199元，并提示距离
促销结束仅9天。 而登录该品
牌官网并输入货号查询即可
发现，199元即为该款商品的

正常销售价格，而并非普遍意
义上认为有折扣的“狂欢季”
价格。

“先涨后降”等行为
均侵害消费者权益

在上周五举行的“6·18”
网络集中促销活动行政指导
座谈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要求，平台（网站）经营者
应监督促销经营者自觉履行
促销活动义务，遵守《网络购
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
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 不得因促销降低商品质
量，借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此外，该局还提出，商家
应自觉遵守促销信息规范和
促销广告规范，不得对商品和
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和表示， 不得发布虚假广告，
不得先涨价再打折，不得虚报
特价揽客，实施有价无货的欺
诈行为； 禁止采用虚构交易、
成交量或者虚假用户评价等
虚抬商誉的方式进行促销。

这也就意味着，包括“先
涨价再打折”、“虚报特价”、
“有价无货” 等在经营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花招都侵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遗失声明
湖南金源低碳节能环保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5 月 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注册号为：43
010000020045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市兴泰工贸有限公司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司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晖 13975001111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
914301006663189129)以下单
证遗失，增值税普票，发票代
码 :4300154320，发票号码 :
04057536-04057537;发票代
码 :4300162350，发票号码 :
03321591-03321592、033215
17、03321550、03321553 -03
321554、03325749、03327220、
03322354、03322325、033223
64、03321515、03321821 共计
15份，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安县张记加油点经投资人决
定注销,请债权人于见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 张海能，电话 180757885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天宝兄弟餐厅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四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05800786，05800814，
05800815，058008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广物春来羽毛球
俱乐部遗失已作废增值税普通
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061417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宏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 年 5 月 6 日颁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338373402R，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市铭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袁铭鸿 13367357188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尚艺名剪店
遗失天元区工商分局 2012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2116000920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恒旺利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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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增光，电话 1330732737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宝乐玩具有限公司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430102000100549 的营业
执照副本全部遗失；国、地税
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4301
026985980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迈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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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电话 18007315252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10400
614219X0)遗失工会委员会财
务专用章、(屈国文、范晓麓、
肖锐)私章共四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天地人和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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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阳辉，电话: 15802633780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龙银力汽车用品商行
(纳税人识别号 92430121MA4L
M3AX58）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3320，
发票号码 11221053；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邓正红软实力研究应用
中心(普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
一致同意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文战
电话:0730-8244426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长
沙市芙蓉区东牌楼 25 号 101，
建筑面积 125.98m2 的房产公
开拍卖。 标的即日开始展示，请
有意竞买者在 2018 年 6 月 18
日 16 时前，持有效证照及保证
金 50 万元到长沙市芙蓉中路
一段 466 号海东青大厦 A 座
2907 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未
成交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13755167528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省交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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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红 电话:17308478259

注销公告
湖南湘博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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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红 电话:17308478259

遗失声明
慈利县三合镇庄塌中学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 43082100257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爱馨大药房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分
局 2015 年 7 月 10 年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22600233555，
声明作废。

国土证遗失声明
陈昱利遗失由衡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核发的衡国用
2011B-08-32890 号国有土
地使用权，声明作废。

房产证遗失声明
陈昱利不慎遗失坐落于高新
区蒸水大道 38 号钻石城 10-
13 栋间车库 118 室的房屋所
有权衡房权证高新区字第
08066727号，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6月 28日 10时至 2018年 6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
网址 ：sf.taobao.com/区号—参
见全国法院 页 面 ：https://sf.
taobao.com/court_list.htm） 上
对湖南方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
县伍市镇中部鞋城四栋商业综
合楼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
下：1、A17 栋建筑面积 1596.98m2，
起拍价 205.6911万元， 保证金
40 万元；2、A18 栋建筑面积
1702.96m2， 起拍价 219.3413
万元，保证金 40 万元；3、B2 栋
建筑面积 1295.61m2， 起拍价
166.8746 万元， 保证金 30 万
元；4、C1 栋建筑面积 649.65m2，起
拍价 83.675万元，保证金 15万元。
咨询电话：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 13755167528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刘慧遗失怀化市工商局鹤城分
局 2016 年 3 月 8 日核发注册
号 431202600414934 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杨志强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9453，声明作废。

◆曾红兵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1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永顺县首车镇人民政府
遗失湖南省非税一般缴款书
湘财专字 (2015)00018793 册，
收据起止号 00375841-003758
60，声明作废。

◆胡宇、袁浩琪遗失在株洲碧桂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商
业街 02栋 1007号商品房购房贷
款发票，票号 20076121，金额 10
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龙山县永华红豆杉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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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爱华 电话:13974353133

遗失声明
湖南赛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4 年 5月 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4000
095512;遗失由长沙市岳麓区
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遗失由湖南省长沙
市岳麓区地方税务局核发的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国、地税
税号均为 430104099487719，现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中和建筑有限公司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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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云军，电话：13786486533

遗失声明
花垣县忆品香龙虾馆 （税号
92433124MA4LP5H52C）遗失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一本，发票代码 143001619928，发
票号码 04138855 至 04138900，共
有 46张未开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周上十水果商行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 年 3 月 1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 （副本） 注册号
430111600869084， 另遗失银行
财务章两枚和对公银行印鉴卡
一张（账号：800192481508019）
及支票本两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领购簿一本，纳税人识
别号 9143011132934516XC，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汽车之链汽修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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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海燕，电话 13973903833

遗失声明
安仁县渔家小镇餐厅遗失已填
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1
份，代码：4300164320，号码：
0149796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天邦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MA
4L6HXM2N)遗失已作废增值税
专用发票 2份，发票代码:4300
181130，发票号码:00153884、
00153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弘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
007367719081）遗失湖南天弘
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衡大高
速交通工程项目经理部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桂东县乐嘉速递服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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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生平，电话 1557353530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彭冬珍诊所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
451359，声明作废。

◆鄢建华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
528196906171051，声明作废。

◆林博超（父亲：林寄清，母亲：田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1202，声明作废。

◆颜朝遗失护士执业证，证
号:201343012454，声明作废。

◆李松阳（父亲：李忠林，母亲：张
翠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668908，声明作废。

◆刘煜皓（父亲：刘文，母亲：王艳
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267865，声明作废。

◆赵瑞琪（父亲：赵云辉，母亲：谭
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84960，声明作废。

◆虞资强（父亲：虞德忠，母亲：资
菊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54171，声明作废。

◆刘祖文（父亲：刘成云，母亲：尹
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13850，声明作废。

◆覃佳菲（父亲：覃用发，母亲：杨
翠花）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89964，声明作废。

◆谭雅心（父亲：谭交文，母亲：李
立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612004，声明作废。

◆朱景熙（父亲：朱双喜，母亲：汤
艳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470317，声明作废。

◆粟子轩（父亲：粟华，母亲：严瑞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1218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彭氏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平江县
城关支行账号为 10071828708
0010001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75000225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递信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11079195356
9）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
号码 04415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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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日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单位联合印发2018网络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通知，要求各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单位于5月至11月联
合开展“网剑行动”。

方案显示，此次“网剑行动”的重点工作主要为规范
网络经营主体资格，保障网络经营活动的可追溯性；将严
厉查处制售侵权假冒伪劣网络商品行为，对生产、销售不
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伪造产地、厂名、质量标志，篡改
生产日期等违法行为均将进行严惩。 ■记者 朱蓉

“网剑行动”严查制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