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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机遇

遗失声明
长沙宏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5MA4M0W247R）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4
3001800104，号码 25480451，声明作废。

◆王梓浚(父亲：王义，母亲：罗彩
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20315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2017）湘 0103 执
2782 号之一至二十六的执
行裁定书：现将被执行人徐
汉阳名下位于长沙市湘府东
路二段 108 号水岸天际新寓
1栋 1501号、1502 号、1503
号、1504 号、1505号、1506
号、1507号、1508号、1509
号、1510 号、1511号、1512
号、1513号、1514 号、1515
号、1516号、1517号、1518
号、1519号、1520 号、1521
号、1522号、1523号、1524
号、1525号、1526号房，
权证号分别为：713022534、
713022554、713022530、
713022541、713022512、
713022558、713022566、
713022510、713022503、
713022569、713022508、
713022913、713022519、
713022613、713022505、
713022547、713022507、
713022537、713022526、
713022533、713022548、
713022545、713022549、
713022572、713022550、
713022563 的房屋所有权
证与该房编号分别为长国
用（2013）第 076013号、076
014 号、076015号、076016号、
076017号、076018 号、0760
19号、076020 号、076021号、
076022号、076023 号、0760
24 号、076025号、076026号、
076027号、076028 号、0760
29号、076030 号、076031号、
076032号、076033 号、0760
34 号、076035号、076036号、
076037号、076038 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及 1501至 1526
的他项权证号 513039819一
并公告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一米空间整体装饰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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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铁牛，电话：17711626887

◆刘金亮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证
号 43038100102090001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南湖新区新嘉和机器商
行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南湖分局
2017 年 5 月 11日核发 9243060
0MA4LMT6T8A 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3252001；声明作废。

◆陈鑫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124198802121713，声明作废。

◆廖齐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毕业证：
1053452004050018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三颂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备案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路博金属表面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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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霞 电话：13509959096

送达公告
盛辉(身份证号码:43232219680
211****),我局对你因商业贿赂
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已结案。在多
次与你取得联系后,你均未前来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我局[2018]384 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局
(地址: 益阳市南县南洲镇林荫
路)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南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8年 11月 6日

清算公告
衡阳市昌盛城市美化保洁工程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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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良，电话 18007348761

清算公告
衡阳市亿企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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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电话 1599966152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艺尚理发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5 年 10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46004
6334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新长征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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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梅英，电话 13807349702

注销公告
长沙天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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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菊香，电话 13487813168

注销公告
长沙天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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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电话 13574810561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佳鸿建材家居
生活馆遗失公章一枚， 编码:
4303010103047，声明作废。

◆黄华英遗失湘 NFC282道路运输
证,证号:431226200036,声明作废。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0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拍卖车
辆数台。 请有意者持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
竞买保证金 1万元/辆。预展、报名
时间：11月 12日至 13日
预展、报名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弘
高车世界 G 栋
联系方式：马经理（13548567030）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204953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火车站丹清专营店遗失
中国电信股份公司长沙分公司
开具的押金条， 号码 10022667,
金额:15000元整，特此声明。

终止清算公告
衡阳市福寿之家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因业务发展原因， 经股东
会决议撤销清算事宜。 公司不
再注销，继续营业。 联系人：黄
伟，电话:18973402068

◆湖南工程学院雷晴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13422016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荣鑫和农产品有
限公司（税号 430102670771
226）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码 4300104140，号码 0025
7696到 00257705，声明作废。

◆唐香英遗失鹤城医院住院发票
一份， 发票代码：143001613350,号
码：0296334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旺宅吉吉信息技术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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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红星，电话：18973125375

◆资名根(430481196703213393)
不慎遗失耒阳市双红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一矿开具的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凭证号
湘财通字（2015）2026939366，票
据金额 1544000 元，声明作废。

◆唐璐遗失湖南大信投资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位于天心区和泓
融城府洋房 T04-2-803 收据号
码 1215594，声明作废。

◆周宁遗失长沙交通学院公路
与城市道路工程专业毕业证，
证号：N0.00039086，学校编号：
990853，声明作废。
◆欧阳智遗失军官证，证号：军
字第 9996593 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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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朱小辉遗失残疾人证，证号 430
52319960221583871，声明作废。

◆黄帅雅(父亲：黄雄壮，母亲：谌
琴）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075579，声明作废。
◆陈俊宇遗失湖南商学院金融学
专业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 编号
1181055403457，声明作废。

◆肖洋洋(父亲：肖青山，母亲：简
金姣）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2466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城步苗族自治县苗岭猕猴桃种
植专业合作社遗失城步县工商
局 2016年 8月 22日核发 93430
529399128742R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嘉和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代码 9143060066396515
3T）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伍俊荣（父亲:伍小伟，母亲:张婵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225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百善
台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02
9450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一滴水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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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密钢，电话：13874904027

◆肖国栋遗失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证号为耒阳市房预
五里牌字第 00140948 号房屋
所有权证，声明作废。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洪娟
遗失报到证，编号 201212662
2008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恒荣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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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云清，电话:13712095513
◆郭旖晗(父亲：郭峰，母亲：徐彩
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121270，声明作废。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
小伙杨昌宏也尝到了农产品加
工、研发所带来的甜头。

黑老虎虽被誉为天下第一
奇果，但始终被“养在深闺”，无
人赏识。2014年6月，杨昌宏成
立通道黑老虎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专心研发种植技术。

随着人工培育技术逐渐成
熟， 杨昌宏通过给农户和其他
合作社提供优质种苗， 从而带
动全县发展种植黑老虎12000
亩，带领2316名贫困户脱贫，黑
老虎成为全县九大重点产业之
一。

与杜仲类似， 黑老虎亦全
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入药，
叶子中含有珍贵的美白成分，
种子中含有可以抗癌护肝的活

性物质。“果子是季节性的，但
基于此研发的产品却不受季节
制约。”于是，他将工作重心放
在了建立黑老虎深加工体系
上。

黑老虎叶、 果用来开发生
产面膜、 护肤霜等产品， 投资
1000万的黑老虎酒厂建成投
产……目前， 合作社已研发21
个品种，主要销往江浙一带。杨
昌宏说， 今年预计网上销售
50000斤黑老虎， 销售额可达
200万元以上， 酒品销售可达
600万元，同时种子、苗木销售
额约有800万元。

“一果多吃”，让黑老虎从
养在深闺到远销海外， 也让杨
昌宏从白手起家到拥有估值超
1000万的产业。

第十六届农交会暨第二十届农博会闭幕 共成交682亿元，7个品牌获袁隆平特别奖

农产品深加工成农业创业新潮流

11月5日，为期5天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在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闭幕。展会期间，观展观众超过40
万人次，共实现交易额682亿元，其中，国际农交会
交易额416亿元，中部农博会交易额266亿元。闭幕
总结大会上， 长沙绿茶等4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金浩茶油等3个农产品品牌被授予“袁隆平特别奖”。

记者注意到，本届展会上，属于农产品研发、加
工的湖南参展企业不在少数。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农产品深加工已成为农业创业的新潮流。

■记者 李成辉

近年来， 国家高度重视农产品
加工业的发展，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
农业产业升级、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
升、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采取政策
扶持等多种方式，促进农产品加工企
业壮大和农产品研发水平提高。

今 年 9 月 ， 我 省 出 台 的
《2018-2022年在全省实施千亿产
业培育计划》提出，未来5年，湖南农
业培育十个千亿重点产业， 为推动
乡村振兴夯实基础。其中提到，要推
动“一县一特”布局，促进农产品精
深加工，努力“建链、强链、补链、延
链”，打造一批产业链长、价值链强、
潜力巨大、 可持续发展的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 引领农民融入产业链
增收，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怎么又是树皮又是树
叶的？” 农博会张家界展馆
里摆放的奇怪东西吸引了
诸多市民的眼球，“难道这
也是农产品？” 面对观展市
民的好奇，张家界茶坤缘杜
仲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谢友旺笑着说，这是
杜仲皮和杜仲叶，“它是一
种传统名贵中药材，开发价
值极高。”

谢友旺来自慈利， 已从
事杜仲产品开发多年。 但在
2007年， 他还是红蜻蜓皮鞋
的总经理。“做了8年总经理，
身体出现严重透支。”谢友旺
从杭州转战东莞， 从事茶叶
生意。

2014年， 谢友旺到慈利
参加招商， 被当地的杜仲所
吸引， 经过考察后也为之感
到惋惜，“它全身是宝， 但只
是被浅层次利用，产品单一，
更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谢友旺决定擎起产品研

发的大旗。以往的杜仲叶茶，
被谢友旺拿来做原料， 运用
黑茶的工艺，做成了“杜仲黑
茶。”但彼时杜仲叶还没有被
纳入“药食同源”，杜仲叶不
能作为食品。

于是谢友旺另辟蹊径，
开始着手研发杜仲日化系列
产品，杜仲肥皂、杜仲牙膏、
杜仲面膜等产品一一问世，
经过市场几年沉淀， 取得不
错反响。

在谢友旺看来， 深度开
发的杜仲产品不仅是一个健
康产业，更是一个扶贫事业。

在过去， 杜仲叶用得很
少，加之没有市场，经济效益
很低。 而慈利共有近40万亩
的杜仲， 单薄的产品也难以
消耗数量庞大的杜仲叶。谢
友旺说，“一树多用”，杜仲的
综合开发， 解决了它的销售
问题， 使杜仲林农得到更大
的经济效益， 从而助力农民
脱贫致富。

一树多用，杜仲产品农博会受追捧

打造一批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农产品滞销新闻时常见诸报
端，何以如此？美菜网CEO刘传军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农业的
一大特点是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两
端主体分布极分散且中间物流成本
极高， 这也是农民们为销路发愁的
主要原因。

刘传军介绍，美菜网启动了“SOS
精准扶贫全国采购计划”， 利用自身
渠道优势，团结了行业内的一些批发
市场、超市等企业，成立滞销帮扶联
盟，“各地的滞销信息反馈到联盟后，
联盟内的供应商即刻便可根据菜品
情况组织采购，完成帮扶。这就解决
了农产品的积压难题，不让农民因为
农产品销售困难致贫、返贫。”

■记者 李成辉

链接

农产品滞销
可找帮扶联盟

一果多吃，从养在深闺到远销海外

11月5日，农博会张家界展馆，参展商正进行展示：白色拉丝是杜
仲的有效成分，拉丝越多，说明其所含微量元素越高。 记者李成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