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6日讯 日
前，工信部发布《免征车辆购
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公告，对272款车型执行
撤销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资
格。 其中被撤销资格的不乏
吉利、东风、北汽等老牌车企
的产品，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款插

电式城市客车上榜。
此次名单是自2017年第

11批《目录》发布后，截至2018
年8月底无产量或进口量的新
能源车型，其中客车及物流车
占大部分。 业内人士认为，补
贴大幅下滑、车型繁复是客车
及物流车无产量的主要原因。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卢萍

本报9月26日讯 近日，经
长沙海关隶属的星沙海关现场
检疫查验合格， 益阳市3200棵
香樟苗木启运出口越南， 这是
我省苗木首次出口。9月22日该
批苗木已在越南顺利通关，用
于当地公路绿化。

首批苗木顺利出口也增强
了外方客户的信任， 目前益阳

已有2家企业通过出口种苗注
册登记， 预计今年将有15万株
苗木出口订单。 星沙海关相关
负责人表示， 苗木种植是我省
多地的特色富农产业， 但近年
来国内苗木市场日趋饱和，此
次成功出口也为省内相关产业
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9月29日到10月8日，火
热的黄金周恰逢苏宁易购五
一云店12周年庆， 届时全店
将以“易如既往，说1不2”为
主题， 为消费者带来一场为
期十天的购物狂欢节。

苏宁五一云店店庆期间，
长虹4K超高清55英寸， 限量
2199元；65英寸， 限量3199
元。美菱冰箱568升对开3199
元，362升法式四门冰箱3299
元； 迅达厨电12升恒温燃气
热水器1399元， 烟机灶套餐
1898元。 松下9公斤波轮洗
1799元。 还有五年一次的购
物满1000返200、开业期间购
买价格高于全年将退还差价
的放心承诺，将掀起家电更新
换代的购物高峰。

国庆活动期间，除苏宁五

一云店外，消费者在苏宁其他
门店购物可享满千减百，单件
满1000元返100元礼金券，更
有购买满1001元即可参加的
幸运大抽奖： 一等奖Apple�
iPhone7�32GB一台，二等奖
Apple�iPhone6�16GB三台，
三等奖三星手机N9100五台。
消费者使用苏宁金融支付还
可享受“随机立减”，幸运用户
最高可减免4999元。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苏
宁还送出包含苏宁易购、苏
宁小店、苏宁红孩子三大业
态的超级红包，三重优惠限
时抢， 万千好货即刻购。即
日起至10月9日， 消费者前
往湖南苏宁全省各大门店
即可领取使用。

■经济信息

“你好，我是来送锦旗的，非常
感谢热心负责的农行员工和拾金
不昧农行客户！”近日，一位身穿红
色 T恤的小伙手持两面锦旗来到农
行湖南株洲开发区支行营业部，为
农行员工和农行客户朱某亲手送
上锦旗表示感谢。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两周
前。9月8日上午，农行客户朱某在农
行营业网点取款时拾到一个钱包，
里面有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 农行
退役金卡和证件， 于是马上报警并
与农行员工联系， 想尽快通过银行
联系失主。 农行湖南株洲分行立即
组织员工急寻失主， 在通过系统查
找客户联系方式未果后， 又根据客
户身份证地址来到醴陵市茶山镇神
福港上门查找，却发现家中无人，苦
等数小时后，才联系上了失主家人。
说明来意后， 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村
老人热泪盈眶地握住农行工作人员
的手，连说了十几遍谢谢。

据悉， 失主今年退伍回湘后在
长沙读大学， 在农行网点取钱时丢
失了钱包，里面有近7000元和各类
银行卡、证件，心急如焚。随后，农行
工作人员与失主仔细核对物品名
称、身份信息、金额等信息，确认是
失主本人。近日，失主来到网点取
回了失物，对拾金不昧的农行客户
和热心负责的农行员工给予了高度
评价。 ■潘显璇 李春阳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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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刚遗失长沙铁道学院毕
业证，证号 970575，学位证，证
号 9705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顺管道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红字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
2320，发票号码 286788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至尊尚品商务旅游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
永定分局 2014 年 4 月 30 日核
发注册号 430802000013593 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8020
9882533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集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发，电话 15200300616

解散（清算）公告
平江县阿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6 日股东会议决
议解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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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南，电话：13997274286

遗失声明
平江县阿南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9 日核发注册号 430626000183
747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美丽家乡生态农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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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稳权，电话 13502258296

遗失声明
平江县选择大药房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4300
164320，号码 08366410、083664
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春林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2
年 3 月 16日核发注册号 43122
8600029648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黄敬儒（父亲：黄克勇，母亲：
刘爱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4382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悦迈办公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号码 21881560
至 218815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骏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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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骏，电话 18189790818

◆袁汉诚（父亲：袁月玖，母亲：
谭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为 L430810751)，声明作废。

◆伍伟杰（父亲：伍小用，母亲：
梁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
为 k4309926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锰锌金属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独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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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代彬，
电话：135743011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宁鑫寄卖行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天心分局
2014 年 4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4301
03600232891，声明作废。

◆孙清雅（父亲：孙智祥，母亲：刘
翠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240626，声明作废。

◆陈甲俊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
业证及学位证，证号分别为：10
5421201305004625，10542420
13004610，声明作废。

◆刘奕昕（父亲：刘文旋，母亲：石
琴琪）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887487，声明作废。

◆本人何安理声明湘 AN114S
保单号 ACHSCA9CTP18B00
2078Y，保险标志流水号 QJB
A1804419802 遗失，声明作废。

◆李青遗失红星美凯龙家居建
材生活广场开具的广告位费用
单据四张，号码：ZY18083000
58062.ZY1808300058084.ZY
1808300058091.ZY180830005
8093，声明作废。

◆张凡（430624198705286716）
2016年 8月 1日签发的身份证
遗失，声明作废。

◆曾圆遗失湖南大学 14 年硕士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编号：2014
10532102356，特此声明。

◆陈萱（父亲：陈怡刚，母亲：谭佩
瑶）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616236，声明作废。

◆陈宣（父亲：陈保军，母亲：陈素
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328750，声明作废。

◆苏逸晨（父亲：苏海红，母亲：肖
维）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469667，声明作废。

◆张邵军遗失国家税务局长沙
市望城区税务局办税大厅服务
厅 1 代开窗口代开的湖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记账联）1 份，代码
4300154160，号码 00026876，已
盖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弘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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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灿辉，电话:15367952588

◆许竣玮（母亲：曹丽华，父亲：许
少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113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思博特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兴业银行星沙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5510016863801，
声明作废。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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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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晨馨（父亲：尹健，母亲：周小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47436，声明作废。

◆尹晨宇（父亲：尹健，母亲：周小
燕）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524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玛喜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悦方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号码
18695050，声明作废。

本报9月26日讯 湘股队
伍再添新锐。 今日上午9时30
分，随着上市铜锣敲响，长沙银
行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 成为
湖南首家A股上市银行、A股第
28家上市银行、第103家A股上
市湘企。上市首日，长沙银行股
价大涨44.06%。

沪指重回2800点

当天， 长沙银行以9.59元/
股的价格开盘，开盘即飙至新股
的限制涨停位，涨幅达44.06%。
在被交易所临停30分钟后，长
沙银行恢复交易，涨幅依然定格
在44.06%，报收于11.51元。

湘股方面， 包括长沙银行
在内的49只湘股当天都有上
涨，长沙银行、天润数娱、科利
尔、 红宇新材4只股票涨停。不
过，参股长沙银行的几家湘股，
包括通程控股等， 当天的股价
表现平平， 并没有搭上“顺风
车”，股价出现小幅下跌。

盘面上的形势则比较乐观，
当天早盘两市高开， 在银行、保
险等权重板块的拉动下，沪深指
数震荡式走高，上证指数在时隔
一个多月之后重新站上了2800
点，盘中一度上攻至2827.34点，
午后指数冲高回落， 报收于
2806.81点。此外，深成指、创业
板指收盘全线上涨，A股重拾升
势。当天，两市合计成交3103亿
元，行业板块呈现普涨态势。

业内人士认为， 今日行情
涨势强劲， 主要是由于消息面
有两大利好推动：MSCI建议就
“进一步提高A股在MSCI指数

中的权重”这一议题征询意见，
同时，A股将大概率纳入富时
罗素体系。

长沙银行业绩增长稳定

作为湖南首家区域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 湖南最大的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 长沙银行如今
已成为一家具有相当综合实
力、鲜明发展特色、盈利能力强
劲的银行。从发展规模来看，截
至2018年6月30日，长沙银行资
产总额达到4875.55亿元；2018
年1-6月， 实现净利润24.38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1%，保
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行业地位来看， 在一系
列行业权威评比中， 长沙银行
也频获佳绩。英国《银行家》杂
志公布“2018全球银行1000
强”榜单中，长沙银行位列全球
银行1000强排名第311位，较
2017年上升29位。自2014年以
来， 长沙银行在该榜单中的排
名已上升178个名次。

据了解， 本次主板发行将
是长沙银行在金融改革过程中
极具战略意义的一步， 将有利
于提高长沙银行资本充足率和
风险承受能力， 在资产规模和
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
实现营收、利润增长，也将提升
湖南金融业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 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表
示，公司将以此为契机，不断实
施业务创新和战略转型， 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银行业的
优势和地位。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滕江江

长沙银行上市首日股价大涨44%
时隔一个月，沪指重返2800点 当日4只湘股涨停

9月26日，长沙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陈海浪 摄

我省首次出口苗木：3200棵香樟

农行湖南株洲分行
员工帮寻失主暖人心

272款新能源汽车不再免购置税
一湘企所产客车上榜

湖南苏宁五一云店放“价”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