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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 10 时, 在衡阳市石鼓
区蒸湘北路 14 号四楼依法按现
状采取现场竞价方式第三次公
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衡南县新
县城 22 号地 503 号住宅， 建筑
面积 128.97， 评估价 23.21 万
元，起拍价 14.8544 万元，保证
金 1.5 万元；2、703 号住宅，建筑
面积 128.97，评估价 18.83 万元，起拍
价 12.0512万元，保证金 1.2万元。

二、 拍卖标的自公告日起
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 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
（不接受现金缴存） 将竞买保证
金在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以到
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户(账
户名称： 湖南信诚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市石鼓支行， 账号：
585963381506）。

四、 竞买人应在 2018 年 9
月 25 日 17 时前凭付款凭证及
有效证件到衡阳所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
期不予办理。

五、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信
诚拍卖有限公司（13807349660
谭先生）查阅资料。

湖南信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9月 12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虾忙餐饮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29085562、29085443，
声明作废。

◆陈子精(母亲:陈小兰)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L4304938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日月明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涟源市工商质监局 2017 年 6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2M
A4LNQ616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盘龙湾电信专营厅遗失
涟源市工商质监局 2016年 12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1382M
A4L93U87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城步苗族自治县农机科技开发
第一服务中心遗失城步县工商
局 2003 年 5 月 7 日核发 430529
1000239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五洲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400174130，发票号
码：318880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同生大药房遗失由中国
人民银行耒阳市支行发给的核
准号为 J5547000257701 的开
户许可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街边渝串火锅店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29086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蟹族水产品经营
部遗失作废空白湖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三份，发票代码 4300172
320，发票号码 25201098-25201
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朱姨杂货店朱本莲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 3份，发票代码同为 1430016
19928，发票号码 04137518，041
37537，041375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建邦水利水电工程队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石建邦，电话 18613926878

注销公告
花垣县众力锰锌加工厂（普通
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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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荣
电话:13349639888

遗失声明
茶陵县刘建新食品店遗失茶陵
县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246002017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格能电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MA4LHL9
T87）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12986929，12986935，12
986937，129869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楚汉电梯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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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电话 15574155888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一中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票据号:168
311745、168311748、1683117
60、216519808 四份，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东山办事处遗失《湖
南省社保保险基金收款收据》
2 本,票据号:02317976-02318
000、04249401-04249425,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棋梓镇龙江村遗失《湖
南省社会保险基金收款收据》
一本,票据号:02421701-02421
725，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紫钢木家具厂
经投资人决定注销企业，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阳正仁，电话 15774011860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中长种养专业合作社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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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娟，电话 15399761798

注销公告
隆回县群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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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文
电话 17673988866

注销公告
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报木坪
锰矿(普通合伙)经全体投资人
决议注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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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协爱，电话：13738111909

注销公告
张家界瑞峰园艺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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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球 电话：13174217777遗失声明

尹楠清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4
年 8月 19 日核发注册号为 43122
8600109881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 2014 年 3 月 12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1228600105774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房万佳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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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任乐，电话 18873013252

公 告
湖南省邮政企业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8年 9 月
15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冯艳 电话:8598818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乐点酒店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号码：18
384405，特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湘水一城小区公开进行物业
招标。 物业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米，物业费分别为 1.2 元、
1.8 元、3.8 元。 有意者请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18 日 9:
30-16：30 携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均盖公章各一
份、到湘水一城 3 栋业委会办
公室购买招标文件。
曾女士电话：15399932077

注销公告
长沙耀诚汽配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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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水 电话 13975891599

注销公告
湖南苋草香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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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理伟 电话:18900746388

遗失声明
吉首市易碧君日用品商行遗失
吉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7 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3101MA4LK1H034，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深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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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成，电话：1772614318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玉鑫小吃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6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4MA4
L8XXU2C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秀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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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玲玲，电话：1837347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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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彭湘茹、彭炫景（父亲:彭欧阳，
母亲:李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
证明, 编号分别为：O430607930、
P430776491，声明作废。

◆徐望云遗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集用（2015）字
第 C18_1520 号集体土地使
用权证，声明作废。

◆毛金平遗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国用（1994）第
25_02_255 号国有（划拨）土
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毛姣遗失耒阳市国土资源
局发给的耒国用（1994）第
25_02_258 号国有（划拨）土
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毛小平遗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国用（1994）第
25_02_443 号国有（划拨）土地
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刘德胜遗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国用（1995）第
25_02_224 号国有（划拨）土
地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姚伊林（父亲:姚元超，母亲:张
代良)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98884，声明作废。

◆林皓轩（父亲：林小玉，母亲：娄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309761，声明作废。

◆黄子杰（父亲：黄建，母亲：王利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133127，声明作废。

◆汤新宇（父亲：汤建波，母亲：钟
丽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133075，声明作废。

◆周梦琪（父亲：周华平，母亲：柳
迪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46190，声明作废。

◆曾佑强遗失湖南科技大学硕士
毕业证书，证号 105341201602
000253；遗失学位证书，证号
1053432016000612，声明作废。

◆张海宏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422160107078，声明作废。

◆汪永祥（父亲：汪代红，母亲：
冯兰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M430523762，声明作废。

◆廖玉姗（父亲：廖明，母亲：陈新
芝）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50211，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肖永东遗失报到证，证
号：201710533201475，声明作废。

◆林艳遗失湖南光琇医院有限
公司开具的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通用机打发票(医疗门诊)一张，
发票代码 143001713250， 发票
号码 02317900，声明作废。

9月11日上午，由华
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主
办，三湘都市报与长沙百
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承
办的“2018年湖南警媒
企平安共建暨爱心遮阳
伞助力交警岗亭主题活
动”的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据悉，湖南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将以湖南省文
明交通公益联盟为载体，
深入开展警媒企平安共
建活动，不断推动交通安
全管理社会化。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政委杨能，湖南日报社党
组成员、社务委员、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龚定名，三湘都市报总编
辑张茧，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王千雄，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党委委员、高警局局长
赵胜平，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副政委王从虎，长
沙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白传平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刘孝敬 汪梦媛

警媒企携手共建文明交通氛围，爱心企业为“平安共建”奉献力量

千把遮阳伞为全省交警岗亭送荫凉
“湖南的交通建设在日渐完

善， 交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与保障。 一线执勤交警为了城市
交通畅通和市民的安全出行，顶
风冒雨工作，很辛苦。作为企业，
我们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表
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长沙百事
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传平
表示，“近年来， 长沙百事可乐在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们也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回报社会。
能够为湖南交警‘平安共建’奉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当天启动仪式现场，长沙
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向湖南
基层交警岗亭赠送1000把遮阳
伞。“这1000把遮阳伞将由我们
百事可乐公司陆续送到全省高
速公路和城市交通岗亭。” 白传
平说。

记者了解到， 湖南省文明交
通公益联盟成立以来， 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支持下， 连续举办了
“安全童行” 文明交通公益行动，
交通公益宣教进农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家庭、进校园，引导形成
了文明交通良好社会风尚， 得到
了广大群众普遍认可和一致肯
定。

【爱心】
企业赠送千把遮阳伞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政委杨
能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湖南警媒
企平安共建暨爱心遮阳伞助力
交警岗亭主题活动的举行，旨在
充分发挥湖南省文明交通公益
联盟的职能作用，彰显警媒企并
肩携手共建共享平安交通的决
心，在全社会营造文明交通全民
共建，交通文明人人共享的良好
氛围。“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是一

项涉及多领域、多环节、多部门
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交警单打
独斗， 必须完善齐抓共管机制，
齐聚社会力量共同推进。”

“此次平安共建主题活动是
警媒一家的生动诠释，是警企同
心的有益实践，也是全民同创的
良好开端。 随着活动的广泛开
展，必将影响更多的人自觉加入
到平安共建中来。” 湖南日报社

党组成员、社务委员、华声在线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龚定名表示，
湖南日报及旗下媒体也将一如
既往地坚持唱响交管和谐曲，发
出交警最强音， 讲好交警故事，
树好交警形象， 展示交警风采。
同时，龚定名还呼吁：“广大市民
朋友，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奏
响三湘大地平安畅通和谐曲。”

【现场】 警媒企携手共建文明交通氛围

9月11日上午，“2018年湖南警媒企平安共建暨爱心遮阳伞助力交警岗亭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长沙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向湖南基层交警岗亭赠送1000把遮阳伞。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