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0日讯 今日，记
者从省工商局获悉， 经过近一
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湖南工
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排查“一
桌餐”、“私房菜” 经营户2874
户， 发现一半以上经营户证照
不全， 其中有照无证864户、无
证无照820户。目前，整治行动
仍在进行中， 市民可通过拨打
12315消费投诉举报热线对
“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无照
餐饮单位进行举报。

今年8月，省食安办、省工
商局等四部门下发《关于开展
“一桌餐”“私房菜”等无证无照
餐饮单位专项治理的通知》。省
工商局要求各级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积极配合食品监管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对隐藏在
居民小区、商业楼宇、私人会所
等场所， 从事“一桌餐”“私房

菜” 等无证无照经营的餐饮单
位进行全面治理。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一个多
月来，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共排查“一桌餐”、“私房菜”
经营户2874户， 发现一半以上
经营户存在证照不全等非法经
营行为。 省工商局已依法责令
无证无照经营户停止经营，将
374户经营户纳入异常经营名录
或标注为异常经营状态。 如，宁
乡市玉潭街道中央领御小区二
栋二单元903室的“玖零三私房
菜馆”， 未取得餐饮经营许可证
被立案查处；醴陵市醴泉路欧洲
城小区内的“陈敏兰私房菜”，存
在非法经营行为被关停。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将继续对“一桌餐”“私房菜”等
经营户进行排查整治。

■记者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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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株洲汇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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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翔宇，电话 13786375555

减资公告
岳阳市盛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元
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联系人:何盛 1837305887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树诚食品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发
票号码 000594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福洁环卫保洁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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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曙,电话 13017387099

注销公告
蓝山县冠华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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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兴华，电话 18692698866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华众置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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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秋明，电话:18707478188

注销公告
长沙瑞卓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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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晨辉 电话:18684817630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肖
一机电经营部（税号 92430100
MA4LGMN07J）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 4300164320，
号码 18560913至 18560917，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拍客摄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500万元减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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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娅 15580896520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西州天下游运输公
司遗失下列 5块省际旅游牌：
湘 UA0052 标志牌号 1402093
湘 UA6612 标志牌号 1402091
湘 UA6696 标志牌号 1402090
湘 UA6695 标志牌号 1402092
湘 U11405 标志牌号 140209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正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4 月 25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2932221
6F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恒峰化工原料经营部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宁乡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2
664301,编号 55100090094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宝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彭跃进，电话 18673112999

注销公告
湖南鑫君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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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咏，电话 15211149898

遗失声明
涟源市安捷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质监局 2016
年 8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
2MA4L60D6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鑫马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3 年 11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13820000183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一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杨凤姣，电话 18274938528

遗失声明
湖南壹捌捌壹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0366169605
XH）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3份，发票代码：4300164130，
发票号码：08844330、088443
31、088443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资兴市辉刚特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资兴市工商局 2016年 12
月 1 日核发 93431081MA4L7P
704B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辉刚特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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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刚，电话 15675702834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永佳星成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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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 电话 13873011728

注销公告
张家界二家河畜禽养殖专业合
作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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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文
电话 13974481363

遗失声明
岳阳县正荣环保砖厂（普通合
伙）遗失岳阳县工商局 2015 年
8 月 24日核发注册号 43062100
0025366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雨山益农农机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向企业登记
机关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资本
200.8 万元减至 70.8 万元人民
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合作社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联系人:曾伟益 15211942978

遗失声明
资兴联创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代码 91431081MA4L1ED
U53）遗失行政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足上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2017 年 4
月 5 日核发 91430800MA4LH
P3E8M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厚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73320，发票号码：
18002697，声明作废。

������经临澧县人民政府批准，受
临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汉海集团湖南拍卖有
限公司对柳林公园片区项目投
资收益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柳林公园片
区项目投资收益权：位于县城临
岗路以西、 道水河以南区域，总
用地面积约 260 亩土地的开发
和相关项目建设的出资。

二、竞买人资格：境内外法
人均可申请参与竞买资格遴选，
通过遴选者方可参与竞买，遴选
办法详见临澧县人民政府网站。

三、 拍卖文件和报名申请：
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
17 时止到临澧县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或汉海集团湖南
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提
交书面申请及资料，并向临澧县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指
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万元整。

四、拍卖时间：2018 年 9 月
19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临澧恒
威华天大酒店。 起拍价人民币
14500万元。

五、其他事项：1、本次拍卖
采取增价拍卖方式，按价高者得
的规则确定竞得人。 2、本次拍卖
的具体事项以拍卖文件的文本
内容为准。 3、拍卖标的自公告之
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若有
疑问请咨询联系人。

六、联系方式：1、临澧县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联系
人：谭先生，联系方式：18173658719
2、 汉海集团湖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方式：13789909000

临澧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汉海集团湖南拍卖有限公司

汉海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11日

临澧县柳林公园片区项目
投资收 益权拍 卖 公 告

注销公告
湖南万瑞达健康产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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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亚林，电话 18108457952

遗失声明
衡阳市利天兴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衡阳市珠晖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4304055809026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海斯特通讯器材
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22493901；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8119780412811001；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L6268142-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节节高珠宝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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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亮量，电话 13907343332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黄艳军副食品商
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13 年 8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3230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欢乐家超市遗失吉首市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7 年 11 月 1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31
01MA4P0LC43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孙崇高遗失芙蓉区万家丽中路
一段 3 号建安大厦 2505的不动
产权证书号：715191534，不动产
登记证明号 (他项权证号 )：51
50632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空房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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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东，电话 18607376262

注销公告
湖南圣视稻田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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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琰，电话 13911457365

注销公告
湖南佰禾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何小平，电话 18684621199

遗失声明
湖南省佳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麓景支行开户的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3708
6601，声明作废。

湖南省电力设计院
诚聘专业技术人才
详细招聘信息见湖南人才网
中能建湖南院页面或直接登
录 http://t.cn/RemHXbX
联系人：李小姐 电话：8538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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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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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书院南路分店遗失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正本，许可证号
430101271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宏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
合同文本 2 份，特此声明作废，
合同编号如下：
合同号 70T3008241单证编号 E01
80000171342；合同号 70T30084
56单证编号 E018000021885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斑彩螺服饰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2 年 9 月 1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36000673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以下单证遗失：<保单打
印纸>印刷流水号为 BD357681
至 BD357690；BD22003；BD2
2041；BD22043 至 BD22046；
BD22048；共 17 份；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衡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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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一新，电话：15388933888

注销公告
张家界鼎中南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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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明，电话：13974463444

遗失声明
舒适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09 年
9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
00039512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本报9月10日讯 在长沙市
天心区竹塘西路的一处荒地上，上
千辆共享单车被丢弃在此，堆积如
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负责搬运
共享单车的人还出现了“暴力扔
车” 的情况（详见三湘都市报9月
10日A05版）。此事经过本报报道
后，赤岭路街道办事处于9月10日
撤换了此前聘请的搬家公司，由新
的搬家公司执行单车清运工作，并
表示今后将确保收缴的违停共享
单车有序停放在存放点。

9月10日中午， 记者再次去
到竹塘西路的这处荒地， 只见摩

拜单车、ofo小黄车以及哈罗单车
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在清运各自品
牌的单车。由于堆放的车辆过多，
预计需要两三天才能清运完毕。

赤岭路街道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近期检查较多，
而马路上违停的共享单车实在
是太影响市容，因此对路面上一
些报废单车、违停单车进行了收
缴，统一停放在此处。“我今天在
网上看到了视频，才知道聘请的
搬家公司在执行清运工作时太
过简单粗暴，因此立即撤换了这
家公司，改由服务好的搬家公司

负责清运，确保今后有序摆放收
缴车辆，不再出现类似情况。”

同时，赤岭路街道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城区的共享
单车存在过量投放、乱停乱放严
重的情况，因此给街道的工作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街道和社区
人手不够，只能通过搬家公司来
清运这些车辆，因此才出现了一
些疏漏，希望以后共享单车也能
加强管理， 尽到企业应有的责
任，加大线下维护力度，让共享
单车成为便捷、文明之车，不再
给城市添堵。” ■记者 潘显璇

新闻追踪《上千辆共享单车被暴力丢弃成“坟场”》

制造“坟场”的暴力搬家公司被撤换
长沙赤岭路街道办：人手不够致工作疏漏 工作人员进场清运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

整治“一桌餐”“私房菜”
全省排查2874户
一半以上证照不全

9月10日，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工作人员进场清运共享单车。 记者 潘显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