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确认携转资格后，用户
前往转入运营商营业厅提
交入网申请， 同时选择

心仪套餐。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要
求，电信服务经营者在提供“携号
转网”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妨碍
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
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
假宣传等九类违规行为， 并要求
运营商明确告知用户办理“携号
转网” 服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
失，并获得用户确认。

这9类违规行为是：
1.�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

延向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2.�用户提出携号转网申请

后，干扰用户自由选择；
3.�擅自扩大在网期限协议范

围， 将无在网期限限制的协议有
效期和营销活动期默认为在网约
定期限，限制用户携号转网；

4.�采取拦截、 限制等技术手
段影响携号转网用户的通信服务
质量；

5.�在携号转网服务以及相关
资费方案的宣传中进行比较宣
传， 提及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名
称(包括简称、标识)和资费方案名
称等；编造、传播携号转网虚假信

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隐瞒或淡化
限制条件、 夸大优惠事项或携号
转网影响、欺骗误导用户，诋毁其
他电信业务经营者；

6.�为携号转网用户设置专项
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

7.�利用恶意代客办理携号转
网、恶意代客申诉等各种方式，妨
碍、 破坏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携
号转网服务正常运行；

8.�用户退网后继续占用该携
入号码；

9.�其他违规行为。

运营商不得有这9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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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湖南润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
177447615XE 经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册资本从 6000 万人民币减
至 4018 万人民币。 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金芳 电话：18907406545

◆罗丹不慎遗失位于中建嘉和
苑小区 5栋 2603 室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一、 三联，凭
证号：00026758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坚实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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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裕胜，电话 19976612000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20
19）湘 0381 执恢 73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李润罗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曙光中路 22 号名都花园
二期 2105 号房产、产权证号为：
0043256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5）
第 034900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及该房屋编号为：00095263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湘乡市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
（2019）湘 0381执 147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
刘新伏名下的位于长沙市湘府
中路 18 号德思勤城市广场 A3
栋 911 号不动产、产权证号为：
715096454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515031159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易波（身份证号 43012219850520
2821），遗失广汽本田飞度车型合
格证一份，车架号 LHGGK5869
K8081718，合格证号 WDL0519
30540269，合格证纸张编号 30
54026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湘潭市万利民间投融资登记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
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谢文，
清算组联系方式：13786983888
湘潭市万利民间投融资登记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 11 月 13 日
◆李胜宇遗失浏阳金科山水洲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为
5232864 收据一张，声明作废。
◆黄清生（身份证号，4304191930
06090015）遗失由耒阳市产登记
中心发给的耒房权字第 00006666
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新天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430102000111625) 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390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杨娟名下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岳麓区谷园路 38 号加
州阳光城西组团 5栋 1501 号房、
产权 证号为 ：709133408 号 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70197867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执 2669 号
之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毛俊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麓景路 628 号
振业城一期高层 2 栋 705 号房
产、产权证号为：20170259857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70268499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杨雅茹（父亲：杨键康，母亲：陈
晓霞）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024069，声明作废。◆曾煜航（父亲：曾辉生，母亲：石

银群）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86306，声明作废。

◆段博瀚（父亲：段思文，母亲：张
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776316，声明作废。

◆蒋文浩（父亲：蒋桥林，母亲：刘
慧慧）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219401，声明作废。

◆张道晨（父亲：张雷，母亲：朱田
慧）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1680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品时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局天元分局 20
16 年 7 月 27 日核发 91430211
MA4L5N3C0M 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刘吉华遗失身份证（证号 432
503199008012217），有效期 2018
年 2 月 11日-2038年 2 月 11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矿产品公司， 营业执照，
143048100668 遗失， 由耒阳市产
登记中心发给的耒国用（2004）
02021122 号土地证，声明作废。

◆罗晨艳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029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可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6
82827346C）遗失单位财务专
用章和法人王燕私章各一枚，
另王燕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
码为：430603197702123026，
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 执恢 332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刘运东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 028
号 002 栋 301号房产、产权证号
为：709116953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李芝南（身份证号 4304811972
10017102）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发给 的耒国用 0004779，
0005511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产权人为曹仲华的产权证号为
10041的长沙市建湘中路 35 号
（现 41 号）的房屋产权证遗失，
声明作废。

经合并双方股东决议通过，由中
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49854 万元)吸收合
并全资子公司衡阳中钢衡重铸
锻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合并双方签订了《吸
收合并协议》， 现将有关内容公
告如下: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衡阳中钢衡重铸
锻有限公司后，中钢集团衡阳重
机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保持
不变， 仍为人民币 49854 万元，
衡阳中钢衡重铸锻有限公司解
散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吸收合并后衡阳中钢衡重铸
锻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中
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岳慧颖
电话:0734--8352108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东风路 1号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2 日

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告

据了解，“携号转网”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移动
电话用户变更签约的电信业务经营者， 而用户号码保持
不变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携号转网”服务只针对186、139、
159等号段用户，网号为1349、174、170、171、162、165、167的物
联网用户号码、卫星移动用户号码和移动通信转售用户号码
暂不支持“携号转网”。

本报11月12日讯 历经近
十年试点，携号转网新规终于落
地。今日，工信部印发《携号转网
服务管理规定》，新规将于12月
1日起施行。今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获悉，湖南省携号转网试点服
务已在湘潭市开启。 即日起，湘
潭市用户可前往对应营业厅办
理携号转入、转出服务。

根据省通信管理局的统
一部署，携号转网的湖南试点
营业厅分别为湘潭市内湖南
电信建设北路自营厅、湖南移
动白石营业厅、湖南联通岳塘
区岚园营业厅， 但3家网点均
只接受湘潭本地用户办理携
转服务。

中国电信客服人员介绍，11
月14日，湖南电信将在14个市州
开放一家市级中心营业厅，向本
地用户开放“携号转网”服务。

11月12日15时， 记者以消
费者身份拨打岚园营业厅电话
进行相关业务咨询。 接线工作
人员介绍，“若本机号码无绑定
宽带、副卡及协议活动，可进行
携号转出。 但用户携号转出到
启用新卡切换网络期间， 产生
的时间差可能会短时间影响正

常通信。”
“携号转出后， 用户在联通

的积分、网龄都将清零；在试运
行期间，部分App的服务短信也
会受到携转影响，建议您等系统
正式上线后， 再进行携号转入、
转出相关操作。”她透露，自11月
10日该系统上线后，仍未有用户
成功办理。

此外，记者注意到，区别于
5G正式商用时铺天盖地的宣传
标语，在三大运营商官方App及
网上营业厅，几乎看不到关于携
号转网的宣传入口。目前，仅中
国联通客户端在首页新增“携号
入网”通道，跳转页面显示，转入
客户可选择每月39元腾讯地王
卡、59元腾讯天王卡及99元小
冰神卡。

“通信管理局进行‘携号转
网’试点，是为了发现问题、查漏
补缺，期望系统在12月1日正式
上线后，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
务。” 湖南通信业一位业内人
士透露，在此前的联调联测阶
段， 系统曾使用部分号码进行
“携号转网”测试，但这无法覆
盖全部情境。

■记者 黄亚苹

“携号转网”来啦！湘潭用户提前尝鲜
3家试点营业厅可办理 话费、流量分期到账的用户暂不能“转”

携号转网前， 用户需向运营商提出现有套餐解绑、解
约申请，若有话费分期返、定期送流量等分摊资源的号码
在分摊资源到期前或者合约到期前不能携号转网。

此外用户需要确定电话已完成实名认证； 号码需入网
超120日。

这些号码暂不支持

这些原因可能影响携号转网资格

首 先 ， 用 户 需 编 辑 短 信
“CXXZ#客户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
10010（中国联通）、10086中国移动、
10001中国电信查询是否具备携入资格；
条件符合用户， 需再次编辑短信
“SQXZ#用户名#证件号码”至10010
（中国联通）、10086中国移动、

10001中国电信申请携出授
权码。

提交携入申请
确认携入资格1

如何办理
携号转网？

2

用户携带本人有效
身份证及授权码，前往需
要转入的运营商网点
办理新手机 SIM

卡。

激活号卡 3 工信部携号转网生
效时间为每天9：00-20：00

的整点时段，用户转网后，新卡
将在下一个整点时间生效。如，用
户在9时办理携号转网， 生效时间
为10时； 当天20时以后办理携号
转网，新卡生效时间为次日9时。

新卡生效 4
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