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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罡遗失中南大学（原长沙铁
道学院）颁发的毕业证，毕业证书
编号：98240213，专业：工业与民
用建筑，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龙品佳肴餐厅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7 年 10月 1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30102MA4M62H6X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市顺畅农机专业合作社遗失
韶山市工商局 2018 年 6月 13日
核发 93430382MA4LD8KC16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阳县文明铺镇三角湾完小法
人证书正副本不慎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43112132067635
X6，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刘杰遗失三方协议
书，编号 11810536015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瑞智通物流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 91430105MA4LNXH4E）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 份，
发 票 代 码 043001800104， 发 票
号码 34762277-34762280（空白），
声明作废。

◆本人谢仁福（43070319821215
7151）不慎遗失保单号为 PDZA
201943040000042264的人保交强
险保单，现声明作废。
◆周明伟遗失牌照号湘 AC3776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4301222022
02，声明作废。减资公告

湖南致远安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向企业登记机关减少
注册资本， 由原来资本 501 万元
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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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凯，电话:15307305550

注销公告
花垣县金果儿油茶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隆国庆，
电话 13974361652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王声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33124MA4LTRAF1
K）经营场所：花垣县丰和村（城
北大道）,遗失发票代码为：14300
1610128，发票号码为：04807901-
04807950,共 50张，发票号码为：
04799087-04799100，共 14 份，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湘西直属分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1张，号码为：
06229606、06556765、06238544、
31866877、31866940、32003702、
32003703、32021675、32021640、
32081641、32021642，声明作废。

◆唐圣原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10251992052100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保险湖南分公司营业部遗
失机动车商业险保险单 309658
1 至 3096590；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单 10819151 至 10
819160；机动车交强险标志 11
516914至 11516919 总计 26 份，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县鑫安液化气有限公司遗失
新田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659000028201,声明作废。

◆宋思宜（父亲：宋智豪，母亲：
郭迎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R4300844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乐安居物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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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科明，电话 18230669003

注销公告
隆回县瑶通管道安装工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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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军，电话 13508470202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恒大装饰生
活馆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
源分局 2013 年 5 月 27 日核发 43
0811600026986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戴昕怡(父亲：戴和平，母亲：李
晖)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2210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中兴合成厨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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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连忠，电话 13107082898

◆杨振铧（父亲：杨波、母亲：蒋
彩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F43002838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
18）湘 0102 执恢 445 号之二
和之九的执行裁定书, 现将被
执行人董文款名下位于芙蓉区
五一大道 766 号中天广场 26024
号的房产、26025 号房产、260
27 号房产，编号分别为长国用
（2010）第 014376 号 、长国用
（2010）第 014377 号 、长国用
（2010）第 014379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华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4304819
003316，遗失财务章一枚，编号
43048190033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简宜尚家居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3385253574）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共 11
份，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59302496、59302513
（这 2份发票遗失的是第二联发
票联），04684836、04684838、
04684866、04684888、04684911、
04684912、04684809、04684810、
04684797（此 9份发票遗失的是
第一联记账联和第二联发票联），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福满多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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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展明，电话：15576370001

◆陈成立遗失南华大学硕士学位
证书，编号 1055532009000093，
声明作废。

◆吴煜暄（父亲：吴彪，母亲：
郭丽娟）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H430046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远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30100000000
15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祁东县太和堂镇金淼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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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顺生，电话 15116895239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宇嘉电脑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3 年 9 月 1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4453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吉祥养殖专业合作社成
员大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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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国龙，电话：1380738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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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 http://www.lledz.cn/arti
cle?id=906。（2）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电
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规
划组织单位或环评单位申请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醴陵经
济开发区范围内及附近公众与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lledz.cn/article?id=906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您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
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您可以通过
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与规划组织单位或环评单位联
系（联系方式见征求意见稿）。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湖南醴陵经济开发区调区扩区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贰事饮料店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一式两联），
发票代码：043001800104 ，发票
号码：73245403，声明作废。

◆李双（身份证号码：430181198409
190357）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报税联与注册登记联一份，发票代
码：143001820660，发票号码：0058
0847，声明作废。

3湘股涉足工业大麻
4月17日，岳阳林纸一字涨

停， 这已经是其连续两天开盘
即涨停。之所以涨停，源于公司
抛出的一份工业大麻种植意向
书。4月15日，岳阳林纸宣布，拟
与中科院麻类研究所合作，在
公司现有林地上开展红麻和工
业大麻的示范性种植， 助力公
司参与工业大麻产业链分工。

尔康制药是湘股中首家瞄
准工业大麻的上市公司。3月28
日， 公司称将认购云南素麻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10%股份，并与
素麻生物共同成立工业大麻药
用研究中心。此后，尔康制药股
价节节攀升， 从公告披露前的
不到5元涨至4月17日的8元。

4月8日，方盛制药公告称，
公司与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
划在未来8年分期投资10亿元，
在会泽建立中药材、 工业大麻
种植基地和深加工基地。 在此
后的7个交易日里，方盛制药收
获6个涨停，涨幅近八成。

医药公司成“涉麻”主角
实际上，3家“涉麻”湘股股

价疯涨的背后， 是资本对工业
大麻概念的热炒。 据不完全统
计， 今年以来，A股市场已有包
括顺灏股份、东风股份、尔康制

药、 方盛制药等在内的至少20
家上市公司宣布布局工业大
麻， 这些公司的股价均在近期
出现暴涨。

记者注意到， 在20家“涉
麻”上市公司里，有14家公司的
主业与药相关， 分别是尔康制
药、方盛制药、哈药股份、龙津
药业、 紫鑫药业等； 而顺灏股
份、 岳阳林纸等6家企业则是
“跨界选手”。

伪“麻”个股也狂飙
有意思的是， 除了这些真正

宣布涉足工业大麻的公司股价迎
来大涨外，还出现了一批沾“麻”
就涨的“假大麻”公司。比如，今年
以来，恒天海龙、华升股份等多只
个股被“揉进” 工业大麻概念股
里，股价大幅上涨，但随后这些公
司无一例外地发布公告， 撇清了
与工业大麻的关系。

日前，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下发“关于加强工业大麻
管控工作的通知”，提出工业用
大麻只限于纤维和种子， 我国
目前从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
用和食品添加， 各地要严格遵
守规定。同时，多家“涉麻”上市
公司也都发布公告提醒投资
者， 政府对工业大麻的种植和
相关应用产业规定严格， 存在
因政策变化丧失发展相关业务
的可能性。

本报4月17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海关获悉， 一季度湖南
省进出口总值800.1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41.3%。其中，出口542.2
亿元，增长60.4%。其中，出口以机
电产品为主，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增幅迅猛。进口以机电产品为主，
汽车、铜矿砂进口成倍增长。

谈及增长原因， 长沙海关相
关工作人员分析认为， 国内经济
“稳”是外贸“稳”的重要支撑。一季
度国内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我国对外贸易“朋友圈”
也在不断扩大，一季度，除香港、
欧盟、东盟等传统贸易伙伴外，对
荷兰、印度、智利等新兴市场均保
持较快增长。而且去年以来，湖南

省加快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口岸
提效降费收效显著， 一系列减税
降费等稳外贸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助推实体经济活力增强。

“不过问题也较为突出。高
附加值产品较少，进出口商品结
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业内人士
指出，出口方面我国主要以扬声
器、 手机保护屏等为主要产品，
产品增值率低。 除衡阳富泰宏、
蓝思科技两家重点企业颇具规
模外，其他产业普遍产值规模较
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建议生产
型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状况，建立
适合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加
大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
抵御风险能力。 ” ■记者 卜岚

本报4月17日讯 今日，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通报2019年
第一批4种网售产品质量国家
监督专项抽查情况。 本次抽查
以儿童、 学生用品安全和电器
产品安全为重点，在天猫、京东
商城、1号店等11家电子商务平
台抽取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玩
具、学生文具、电热毯4种网售
产品共463批次，139批次未标
明生产厂家厂名及厂址， 违反
了《产品质量法》要求。

■记者 黄亚苹

本报4月17日讯 2019年4
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关于1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的通告》，其中，湘潭市岳塘区
黄为蔬菜摊销售的辣椒、 长沙
市岳麓区蔡旺食品店销售的沙
糖桔等4批次湖南籍食品不合
格。今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公
布了处置结果。

长沙市岳麓区蔡旺食品店
不能准确提供证据证明产品来
源， 该局依法对其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100元，并处罚款5000元
的行政处罚。湘潭市岳塘区黄为
蔬菜摊摊主办理了营业执照，提
供了进货方的营业执照和进货
票据。依据有关规定，湘潭市食药
监局认定蔬菜摊履行了进货查
验义务， 决定对当事人免于行
政处罚。 ■记者 黄亚苹

今年以来至少20家A股上市公司拟进军工业大麻，医药公司成主角

A股“为麻疯狂”，3家湘股“迎风飞舞”

一季度我省进出口800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迅猛

引爆美股市场的工业大麻概念，在2019年传导至A股市场，
迎来资本热炒，涉及“工业大麻”概念或业务的上市公司，股价都
一路高歌猛进。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以来，已有至少20家A股上市公司拟进
军工业大麻， 医药公司成为主角。 在医药类上市公司众多的湖
南，“涉麻”也成为“潮流”，目前已有3家上市公司站上了工业大
麻的风口，其中2家系医药类企业。

■记者 潘显璇

抽查4种网售产品质量
近三成未标明厂名厂址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处置4批次不合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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