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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晴天企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黄
芳）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方齐页岩砖厂遗失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 14344
64473，金额 2000 元)(号码 12992
15836，金额 2000 元),往来结算收
据(号码 02681086，金额 3000 元)
(号码 02681085，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根据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邦弗特新材料生产基地一期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信
息公告，公开征求公众对本工
程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评文件全文纸质版获取
联系方式：18774855084。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址：http://
www.eiabbs.net/thread-155
095-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影响区的单位、个人及关
心拟建项目建设的人员。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评全文网址，填写后发送至
824069290@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发送至邮箱或拨打联系电话。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湖南邦弗特新材料技术
有限公司《邦弗特新材
料生产基地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注销公告
长沙俊豪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马艳，电话：13507404928

遗失声明
彭成明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8
年 2 月 24 日核发 92430382MA4
PDG8P7A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曾利清饭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1 年
6 月 1 日核发注册号 430104600
220776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信诚电脑科技经
营部遗失湘潭市雨湖工商分局
2008 年 7 月 30 日核发 4303026
00072525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马江镇塘富页岩砖厂
遗失非税电子缴款收据(号码
1623236170 金额 1500 元)(号
码 1452323308,金额 2000 元)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号码
1299022209 金额 2000 元)(号
码 0997411602 金额 2000 元)
往来结算收据(号码 024809
25,金额 3000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琅轩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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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智斌，电话 15802647755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鼎之盛餐厅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7 年 3 月 13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30104MA4LF
AK42Q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7）湘 0102执 4062号之二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长沙市雨
花区长沙大道 508号桂花城初
阳苑 C8 栋 1101 号房屋，编号
为长国用（2009）第 070569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伊明灯具销售
部遗失由雨花区工商局
2010 年 3 月 10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
号：4301116002763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零度造型理发店遗失
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4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31236001060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天天名汇美发店遗失
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2 年 10 月 2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31236000725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县绿生源油茶种植专业合
作社全体成员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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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程 电话：13762207889

清算公告
衡阳市丰茂物资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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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高峰，电话 13974792625

迁坟公告
因长沙机床厂及周边零星

地块棚改项目建设需要， 涉及
该项目国有土地内的坟墓需迁
移，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东临新姚北
路和水墨林溪项目用地， 南与
新天村鸡公咀安置小区、 克拉
美丽项目用地相邻， 西临新开
铺路，北靠木莲冲路。

二、迁坟期限：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

三、迁坟要求：自本公告之
日起， 请上述范围内的坟主亲
属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指挥部办
理相关手续事宜， 并在规定时
间内将坟墓迁移。 逾期未迁的，
将视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弦
联系电话：0731-85583167
联系单位： 长沙机床厂及周边
零星地块棚改项目征收工作指
挥部迁坟工作小组办公室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政府
2019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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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点石铭汇音响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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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国光，电话 13762009613

遗失声明
湖南泽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广电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42798901，声明作废。

公 告
由湖南省新宁县交通运输管理
局发包的 2016年农村公路窄改
宽提质改造工程五标由湖南佳
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中标
承建， 现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工
程款已经到位，请相关责任人自
本公示登报之日起 10 日内持相
关原始凭据，到湖南佳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登记、复核、结算，逾
期按相关规定办理。
联系电话：0731-88333940

2019年 4月 9日

松柏风电场位于湖南省永州市
江永县松柏瑶族乡东部山地区
域，距江永县城区道路里程约
为 26km。 松柏风电场工程设计
安装 25 台单机容量为 2000kW 的
机组，装机规模为 50MW，预计
年上网电量为 12189 万 kWoh。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工程建
设涉及到的可能受影响的公众
及附近的单位和组织、当地相
关政府部门。 自公示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通过电话、
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10.132.11.15
/html/wehua/tzgg/2032.html
联系电话：073185366124
邮箱：1426291813@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湖南华电永州蓝山风电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5日

湖南省江永县松柏风
电场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 (征求
意见稿 )信息公 示

遗失声明
宁乡县作家协会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宁乡县支行 2012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10010102，机构
信用代码证号为：M404301240
1001010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兴众河砂开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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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其雪，电话 15869881068

注销公告
汝城县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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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雄，电话 15173523888

自3月22日上交所公布首批科创板受理名单， 截至4月4
日，两周时间上交所已受理了共50家拟科创板企业的申报材
料，并已对首批9家申报企业进行问询。

记者梳理发现，这50家企业，上海企业数量最多，达到10
家，北京、江苏、广东企业占比也很高，各有8家，湖南则只有
威胜信息一根独苗。不过，从湖南证监局披露的信息来看，另
有一家湖南企业远大住工已于3月底完成上市辅导工作，也
将冲刺科创板，目前处于待申报状态。

不过，即便是申报获受理，也只意味着企业拿到了科创
板上市的“准考证”，仅仅是上市的第一步，企业后续还需闯
过审核问询、上市审议、证监会注册、发行上市4道关卡。

本报4月8日讯 今日下午，
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获
悉， 该局通报了湖南芒果财富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件的相关情况。

据通报，2014年11月， 周某
辉、 谢某力等人开设了湖南芒果
财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P2P网络
借贷融资平台， 且在未取得相关
资质的情况下， 以多家企业需要
借款为由， 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发
布不同借款期限、 不同利息理财
产品。迄今为止，已有全国多省市
的群众购买了该平台的理财产品
并遭受损失。

2019年3月8日， 长沙市公安

局岳麓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 对湖南芒果财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立案侦查，目前，该案
正在侦办过程中。

为方便各地的投资受损群众
报案， 长沙警方提醒需报案的投
资受损户，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合
同复印件及投资、转账等材料，到
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公
安机关进行报案登记， 并配合当
地公安机关的调查。

记者从岳麓公安分局工作人
员口中核实， 湖南芒果财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P2P网络借贷融资
平台即为芒果金融平台。

■记者 杨洁规

威胜信息“冲刺”科创板湖南第一股
上市申请获受理 拟募资6亿元布局物联网

上交所近日公布了第八批受理的科创板申请企业名单，包
括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上榜， 这也意味
着， 威胜信息成为湖南首家获得科创板“准考
证”的“考生”。

■记者 潘显璇

威胜信息于2004年成立，主
营产品包括电监测终端、水气热
传感终端、通信网关、通信模块
以及电、水、气、热等智慧能源管
理、智慧消防、智慧路灯等应用
管理系统，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
智慧公用事业的厂商之一。

威胜信息选择的科创板上
市标准为： 预计市值不低于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
入不低于1亿元。 从财报来看，
威胜信息的盈利能力不俗 。
2016年至2018年， 公司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6.8亿元、9.95亿元、
10.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050万
元、1.49亿元、1.77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威胜信息
拟发行不超过1.5亿股股份，募

资6.05亿元，主要用于物联网感
知层监测设备、流体传感设备扩
产和技改等项目以及补充营运
资金。

作为冲刺科创板的“考生”，
威胜信息的研发实力自是备受
关注。 招股说明书显示，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
员占员工总数的46%，硕士及以
上人员占员工总数的15%。

同时， 公司还设立了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
工作站， 为产品研发提供支撑。
2016年至2018年，公司的研发费
用分别为5215万元、8174万元和
7408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7.67%、8.21%和7.13%。

此外，威胜信息的多项科研
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和奖
项，也做过粤港澳大桥和上海世
博会这样的明星项目。

拟募资6亿加码物联网

港股拆分回Ａ股难度不小
招股说明书显示， 威胜信

息共有９大股东， 其中前５大
股东为威胜集团、威佳创建、长
沙朗佳、吉为、吉喆，分别持股
40.74% 、24.26% 、17% 、6% 、
3%。除了长沙朗佳由第三方个
人所有外， 威胜集团、 威佳创
建、 吉为、 吉喆皆为一致行动
人。威胜集团、威佳创建由2005
年在港上市的威胜控股100%
控制。

威胜信息法定代表人为吉
喆。本次发行前,吉为、吉喆父
子合计控制74%的股份, 为公
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
行完成后, 威胜集团仍为威胜
信息控股股东, 吉为和吉喆仍
为实际控制人。

而另外４大股东， 分别是
安化瑞通、安化耀成、安化明启
及安化卓和， 均为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公司股权高度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威胜
信息和威胜控股的业务协同，
2016年至2018年，威胜信息的
前5大客户中均有威胜控股的
身影，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金额
分别达到1.7亿元、1.28亿元、
8758万元。

威胜控股公告称， 公司建
议分拆其附属公司威胜信息于
上交所科创板独立上市， 分拆
完成后， 威胜信息将继续为威
胜控股附属公司， 其业绩仍将
于集团财务报表内综合入账。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历史
上港股拆分资产回归A股并不
容易，成功者不多。从严监管的
原因之一， 是防止相关方通过
不同市场之间的估值落差进行
制度套利。

50家企业获科创板“准考证”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芒果金融平台被立案侦查

行邮税迎下调
百姓海淘将尝更多甜头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出
通知，宣布从4月9日起下调一系列
日用消费品的行邮税税率，老百姓
购买进口商品将尝到更多甜头。

根据调整，税目1、2的税率将
分别由现行 15% 、25%调 降 为
13%、20%。调整后，行邮税税率分
别为13%、20%、50%。适用于13%
一档的物品包括书报、食品、金银、
家具、玩具和药品。适用于20%一
档的物品包括运动用品（不含高
尔夫球及球具）、钓鱼用品、纺织品
及其制成品。适用于50%一档的物
品包括烟、酒、贵重首饰及珠宝玉
石、高档手表、高档化妆品。

值得一提的是， 并不是所有
税目1的药品都按13%征行邮税。

通知对税目1“药品”的注释作了
修改： 对国家规定减按3%征收进
口环节增值税的进口药品（目前
包括抗癌药和罕见病药）， 按照货
物税率征税。与此前相比，本次调
整扩大了按较低税率征税的药品
范围。

行邮税是对个人携带、 邮递
进境的物品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合并征收的进口税。4
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 下调对进境物品征收的行邮
税税率，促进扩大进口和消费。

专家认为， 虽然行邮税是小
税种， 但这一政策对出境旅客和
跨境电商而言是个好消息。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