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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省婴童美女人城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7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11000207675； 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81370109；遗失国税及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11
108137109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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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娄底市祖阳砂石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2469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
查封案号（2017）湘 0102 财保
33 号】现将登记在毛致平名下
坐落于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228 号王府花园 1 栋 2503 号的
房屋、产权证号为：710268443、
71026844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
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04）
第 02992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桂花城旅游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遗失不动产登记证，坐落:
桂东县沤江镇汝桂路 52 号 601
等，面积:宗地面积 1759.88m2，
房屋建筑面积 2582.19m2，证号
（2018）桂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0
999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志邦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
元减至 2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王志彬，电话 18979990582

遗失声明
湘乡市点通商务网络会所公司
遗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
春门分局 2014 年 6 月 3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381000000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育康医药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湘府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36910401，账号：800
215798209017，发票专用章（税
号 91430111MA4L6MLE40）、
财务章、法人章（龙麒麟）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县龙泉镇潮水铺村民委员
会遗失梁华斌、黄文忠私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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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 5524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被执
行人银立辉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岳麓区猴子石大桥西头北侧阳
光壹佰新城 3-9 栋 1505 号房
屋， 权证号为 00578524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10）第 056242号国土证
和编号：20170210076 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湘阴
县白马寺邮政支局遗失湘阴县
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 代码：66399330-6，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湘阴
县瓦窑湾邮政所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 代码：66399318-9，特
此声明作废。

环评公示
“毛塘铺污水处理厂（一期）
及管网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由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项目环评已完
成初稿编制，现进行公示，欲
了解详情请扫描下列二维码。
建设单位：
长沙县星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罗总，0731-86207402
报告文本二维码： 公众意见表二维码：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2 执 54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张鹏军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竹塘西路 280 号南国嘉
苑 3栋 403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20170017465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201702
58422 号、20170021278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3执 3792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朱涛燕名下所有的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高云路怡海
星城三期西组团 1 栋 1207 号
房产、产权证号为：71613362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516060029 号的他项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鹏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蒸湘区佳众联电脑经营
部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4304
0809150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平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538
64304A）遗失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雷锋镇宇轩手
机经营部遗失公章、法人章（杨
敏安）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淘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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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利，电话 18474664769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
（2019）湘 0624 执 1389 号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行人
胡佳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万
家丽南路二段 989 号丽发新城
二期 43 栋 2006 号房屋的预告
登记证明号：20170299924、201
70299925 公告作废。

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湖南省婴童美女人城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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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电话：13637489818

3月5日前后，京东、天猫
等B2C网站的“三八”节大型
促销也相继上线。在这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里， 防疫物资、生
鲜蔬果与护肤品、服装、母婴
用品一齐成为了女性消费者
上网抢购的主要商品品类。

新手妈妈陶女士向三湘
都市报记者展示了她的订单
列表。 订单列表显示，3月5日
凌晨开始，她在“三八”节大促
期间， 一共购买了一支口红、
两双学步鞋、15支果泥、 一件
童装以及一套烘焙模具，消费
869元。

根据京东大数据研究院

最新发布的《2020女性消费趋
势报告》显示，生鲜产品成为湖
南女性近来的“新宠”， 成交额
同比增长51%；美妆护肤、礼品
的成交额也较多，备受追捧。此
外，从成交额上看，湖南女性对
家用电器、 家装建材的偏好度
高于其他地区， 两者占其日常
消费支出的近30%。

湖南女性消费者网购热
情的快速增长，还体现在了每
年上网花的钱越来越多。这份
趋势报告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2019年，湖南跻身了全国女性
人均消费同比增幅省市前十
名，位列第七。

别样“三八”节，卖场这样玩起“她消费”
“直播带货”忙，化妆品扛大旗 湖南女性人均网购消费同比增幅位列全国前十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将至。新冠肺炎疫情之
下， 长沙各大商场并未如往年一样推出丰富多彩的落
地活动。不过，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直播带货
的风潮，商场们的线上直播间却挺繁忙。

“昨天看友谊商店的直播，买了一套雅诗兰黛的护
肤品，十分划算，”3月6日，家住四方坪的刘女士向三
湘都市报记者展示自己的网购订单， 一面兴奋地说，
“听说今晚还有兰蔻，我打算继续关注。”

减少人群聚集风险，今年“三八”节线下卖场的“她
消费”怎么玩？近一两年流行起来的直
播间经济或许给出了答案。■记者 朱蓉

化妆品“扛大旗”，星城商场卖货忙

“悦己型消费”崛起，变美
始终成为女性消费者的刚需。
在这一背景下，化妆品、护肤品
成为今年“三八”节出镜率最高
的单品。3月5日19时30分，友谊
商店在商场一楼专柜进行了一
场护肤品牌雅诗兰黛的专场直
播。在这场线上直播中，除了主
播介绍外， 还邀请了彩妆师进
行产品的功能展示。 来自该商
场的统计数据显示，90分钟的
线上直播实现销售40万元。

这仅仅是“三八”节期间，
长沙的商场们进行的直播中
的一场。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 包括新世界百货、

长沙海信广场、步步高梅溪新
天地、步步高百货、王府井百
货等商场均进行了不同品牌
的护肤品专场直播，除雅诗兰
黛外，兰蔻、科颜氏、OLAY、
欧莱雅等品牌均有参与其中。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与淘宝等电商网站的直播间
一样，长沙本土商场自己的线
上直播间也以赠品多、 实惠、
划算等卖点吸引了大批消费
者。 对于线上业务的快速增
长，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就
表示，这次疫情给该集团创造
了一个转型的机会，疫情过后
也会把线上业务巩固好。

女性线上消费快速增长，增幅位列全国前十

3月5日， 友谊
商店进行了一场雅
诗兰黛品牌专场直
播。

近日备受市场关注的公募基
金投资顾问试点迎来第三批成员，
招商银行和银河证券、中信建投等
多家银行及券商入围。公募基金投
顾试点被业界认为是中国财富管
理市场转型的重要探索，将有助于
破解“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等难
题。

将有效提高投资者的收益

“从海外发展经验来看， 基金
投顾对提升投资者体验具有重要意
义，在国内推行效果值得期待。”银河
证券高净值及私行客户部负责人李
婉晴说，基金投顾业务意味买方投顾
模式开启，必须着眼从投资者的视角
提供专业的投资建议，通过专业化服
务获得客户的认可和报酬。

李婉晴表示， 这将有效提高
投资者的收益， 同时也将促进基
金销售机构提高服务水平， 减少
对交易费的依赖。

投资者收益体验是竞争关键

面对市场机遇， 各类型金融

机构都在“摩拳擦掌”，不断提升
投资者的收益和体验将成为竞争
的关键。公募基金投顾业务，将成
为银行、券商、基金和第三方销售
平台等机构参与竞争的有力抓
手。

招商银行总行财富管理部副
总经理董方认为， 以往的公募基
金业务模式中， 资产管理公司主
要负责“投”，而财富管理公司主
要负责“顾”。投顾业务试点之后，
“投”和“顾”融合到一起，资产管
理与财富管理也融合到一起。因
此， 未来不同类型机构的竞争与
合作关系将发生变化。

取得投资者的信任是重中之重

在业务探索过程中， 如何取
得投资者的信任将是重中之重。
董方认为，投资者对基金投顾业
务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任何
品牌的建立都不容易，也是急不
来的，核心是扎扎实实做好自身
产品和用户体验，从而建立良好
的用户口碑”。

■据新华社

公募基金投顾试点再扩大

“基金赚，投资者亏”难题能否破解？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6日就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答记者问时表示， 新冠肺炎疫
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是暂时的，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
有改变， 这决定了银行业受疫情
因素导致的不良贷款攀升也将是
短期的， 不良贷款持续大幅攀升
的经济金融基础并不存在。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我国银行业拨备充足， 拨备覆盖
率在180%以上，资本充足率平均
约14%， 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和
损失吸收能力。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受疫情影响， 银行总体不良贷款
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对此已
有充分估计。事实上，已经出台的
一些政策措施本身就有防风险的
作用， 比如实施贷款临时性延期
还本付息， 就是为了防止疫情前
银行的良好客户， 在疫情之后变
为不良客户。 ■据新华社

银行业受疫情导致的
不良贷款攀升是短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