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资公告
湖南慧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8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目前为止公司无任何债务偿还。 联系人：庞寒英 电话:1997695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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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童乐贸易部
长沙市南方复印纸厂
长沙时尚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佳达保健化妆品有限公司
湖南汉华晨星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仁和实业公司
湖南省机械工业技术设备公司经
长沙市枫林纸箱厂
长沙六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龙茂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远东电缆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科灿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外运湖南公司
省鸿帆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永和隆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金北顺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铭仕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科虹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省机械工业技术设备公司经销部
长沙市精正轴承有限公司
长沙利安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矿山机械成套制造湖南公司
湖南省金贸土产畜产有限公司
长沙市康宁医疗器械经销公司
长沙市宝钛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亚大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远志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长沙威克斯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石油总公司
长沙阿波罗净菜商场
长沙亚都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易发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钜融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隆利实业有限发展公司
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长沙特约经
湖南麦可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东金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亦强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高程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湘警保安器材厂长沙批发部
长沙佳恒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复华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宇福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雄设备成套部
市开福区康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湖南三皇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隆进出口光润有限公司
天水海林轴承厂长沙销售处
湖南省长沙泰湖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钜融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宇星服饰城
长沙市龙之吉实业有
长沙市奇进贸易有限公司
省建筑材料工业集团进出口总公司
福建晋江成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锅炉厂科协经营部
湖南长沙仕能成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海宇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宏顺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怡和有色新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省盛荣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区天宝科文经营部
长沙利康医疗器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康威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嘟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威远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长沙望新铸造厂
长沙索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永延昌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雨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东塘图书城
长沙市宇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利友电脑传真纸厂
临澧合口油脂化工厂长沙经营部
湖南省聚能仪表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明泰百货有限公司
北京市阀门总厂长沙销售处
长沙惠爱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一分公司
长沙文希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炜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东牡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金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铭阳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维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柳工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Ｍ湘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盾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省纺织机械厂
湖南省广源机械工业总公司
长沙三骏计算机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晨晖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泽顺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时运电脑有限公司
长沙泰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巨业电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医科大学防疫制品厂
长沙瀚洲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鑫通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日化工厂
长沙湘淮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五交化公司五金机电大楼
长沙创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富惠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中汽湘贸公司
高开区利特实业公司
长沙华美油墨有限公司
湖南进出口集团华欧有限公司
湖南恒信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湖南津湘有限公司
湖南新伟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储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中印刷厂
长沙县非金属采矿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四海录音器材厂
长沙正通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易格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宏讯实业有限公司
市宏基通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长恒纸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塑料实业公司
湖南星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鸿丰贸易有限公司
省科飞医疗器械公司
湘潭市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长沙公司
长沙邦特鞋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冶金科技工贸公司
长沙市天娇商贸有限公司
衡阳美怡乐食品有限公司长沙公司
长沙瑞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森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丰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当代政法报印刷厂
湖南华运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衡阳电缆厂长沙经营部
长沙市望岳线路器材厂
长沙冶金机械工业销售公司加油
长沙振帮贸易有限公司
轴承厂生辉综合服务部驻长门市
省林业机械厂
湖南晋彦海通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湖南省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晋康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忠城钢管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就湘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燕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省楚湘建筑公司建筑装饰分公司
湖南湘雅房防疫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航天华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远望铝板经营部
长沙米杏丰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孺子牛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坡经济开发区万胜电
长沙市芙蓉区超越汽车配件经营
长沙市蓉区金迪日化百货贸易中
湖南中恒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金属制品总厂
长沙市宏飞百货有限公司
长沙橡胶机械厂
长沙内燃机配件总厂
长沙铬盐厂劳动服务公司
长沙毛纺厂劳服公司
省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长沙羽毛
湖南长沙凯利贸易发展公司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商业集团新源百货公司
长沙融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通用电器厂
长沙交科机电设备厂
长沙尧顺粮油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印一纸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宏远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鸿铖电力设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名音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宏远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湖南传统食品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华湘排水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博任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万达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远东冷气设备配件销售公司
长沙泰阳商城
长沙飞创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钟博建材经营部
湖南省雪莲保健品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鑫湘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金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风电力线路器材厂
湖南省立体电视有限公司
湖南理想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乡镇企业供销总公司
湖南摩托车贸易公司
湖南九欣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众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湘瑞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长沙南方加油站
广州蒙特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南托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高强涂塑制品厂
湖南长沙大鹏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义德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沐阳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西区维达汽车配件经营部

长沙市芙蓉区丰成轴承机电经营
湖南燕通空调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中山洁具贸易公司
湖南亚太城建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飞达鞋材有限公司
湖南三力邮电通信设备公司
长沙市升泰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捞刀河粮油贸易部
长沙洛轴精密特大型轴承有限公司
长沙市利丰装饰商行
长沙航天产业开发公司
湖南华源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湘富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地人信息产业发展公司
湖南省摩托车实业公司
湖南省湘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晋康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鼓风机厂风机服务部
长沙市科普仪器设备公司
长沙银河高新技术开发公司
长沙中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湘凌锅炉配件厂
湖南申湘贸易公司
长沙市纺织工业经营公司
长沙市三鑫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文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民康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汇通鞋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消声除尘设备厂
湖南东远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湘通机电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神农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天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视觉 ２１杂志社
长沙众立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巨星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公工贸中心汽配经营部
湖南省兴发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佳益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宾士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神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物资实业公司汽车配件分公司
长沙振业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湖南千惠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长沙逸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艾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征书刊发行部
湖南省金辉电力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威雄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学邦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盛逸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龙兴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湘民金属材料经营部
湖南光学眼镜厂
长沙宏诚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湘昆经贸有限公司
长沙宏融钢管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佳佳利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德馨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经纬医药器械公司销售分
长沙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中大特纳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博利实业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利达国际贸易盛巍有限公司
湖南涟钢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巢无纺布有限公司
湖南晟利隆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中银实业公司
湖南电力耐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长沙人和文化发展中心
长沙市鹰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天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美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正旺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邮电电信通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铁龙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启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恒泽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汽车锁厂
湖南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三湘农机汽配有限公司
长沙汽车电器厂启动机二厂
长沙湘威塑胶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佳汇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高原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方工艺有限公司
湖南省家里福配送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南林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禾阳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王码电脑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大众化工经营部
长沙深科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湘钻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南泥冶金机械厂
湖南华俊置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洪塘线路器材镀锌
长沙鑫丰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隆进出口光兆有限公司
长沙大昌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湖南工业橡胶制品厂
湖南联道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曙光计算机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鑫能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群星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前恒热水器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公司长沙成套设备分公司
长沙第二纺织印染总厂
湖南省湘煤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天和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吉石油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省兴湘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康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兴路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朵朵文具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国际经贸发展公司
湖南华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灞柳五金电器经营
湖南电广商务拓展有限公司
深圳石化湖南石油有限公司
湖南省进出口集团金野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十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珠江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市汉桑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通联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恒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鑫伟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欣力佳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万达汽车轴承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众和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南泰朔胶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宇优钢供销公司
省中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望城县再生资源公司长沙经营部
长沙力的广告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旭东百货批发有限公司
长沙德扬贸易有限公司
航空供销公司长沙民品经销公司
湖南省亚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安力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俊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恒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隆兴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泰力油泵油嘴有限公司
长沙市拓创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区 43076机电产品经营部
长沙市正美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环卫机械厂
南京消防器材厂长沙销售处
湖南省粮油对外贸易公司
长沙市机电设备总公司综合经营
湖南双和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容水泵长沙销售处
湖南星光文化有限公司
长沙市京龙化工原料经销有限公司
江苏宏图数码音视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华中热交换器厂
湖南航天康达工贸公司
长沙海普化工设备新技术开发公司
湖南新锦龙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药业销售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虹山轴承销售处
湖南省湘美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政兴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伊迪丝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高迅电子贸易公司
长沙起重机厂产品销售部
长沙番佳信息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洲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湖南省德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电光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维达汽车配件经营
长沙涌泉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银华不锈钢制品厂
湖南温尔康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丰发轴承工贸经营部
长沙市夕亚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和祥医药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茂名酒展销中心有限公司
长沙贵航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雄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茂畅电器有限公司
湖南怡涛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立欣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基础基建公司
长沙市金江塑胶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中网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建工塑料厂
湖南长兴泰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百合香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金利电线电缆销售
中南大学华龙高新技术产业公司
长沙市虎达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恒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大唐湘明制药有限公司
长沙金峰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长沙轮飞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润香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直汽车公司
长沙同鑫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名花布品印花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海实业公司

长沙金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楚雄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众立实业集团公司
湖南格林电器有限公司
长沙华涟经贸总公司物资经营部
市物资资源开发总公司
长沙芙容区紫云鞋料经营部
长沙江南矿冶设计研究所
长沙市鑫隆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北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二分公司
长沙市万事达五金交电贸易公司
长沙市惠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霸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伟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恒通汽车配件经营
长沙经阁不锈钢制管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县长春茶厂
长沙倡泰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长利铜铝材有限公司
省华南工贸长沙物资公司
湖南省中南压缩机有限公司
长沙安川电气有限公司
长沙福满客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新沙锅炉厂
湖南省茶叶公司长沙全国名茶总
长沙市德福隆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达祥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汉物资贸易公司
湖南协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泰电力技术（南京）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
长沙市规划管理局
长沙富强电气成套厂
湖南省国粮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大生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沙埃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托建筑公司直属工程处
长沙市金采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荣玉阀门洁具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材设备配件配送中心
长沙市庆丰进口汽车配件销售公司
长沙新境界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银电公司
长沙市卜氏钎头厂
望城县黄金建筑公司第六项目部
湖南省华隆菲力粘合剂有限公司
长沙市仁益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金馨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新华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省人可营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金华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凯康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新大洲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长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工矿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材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
长沙市西北轴承机电经销部
湖南泰亨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哈上量刃具经销公司
湖南机械基础工业集团公司
长沙市华研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
通太街劳动服务公司供销经理部
长沙市紫东园茶叶有限公司
湖南茶叶进出口三江公司贸易部
长沙市蓝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三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跃龙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市电业局路灯管理所服务公司
长沙市升平电力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侨化工实业公司
湖南湘仪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奈特计算机网络技术有
长沙小酒仙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宏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百货海外联合有限公司
长沙金龙电缆厂人民路销售部
开封高压阀门厂湖南销售处
省粮油机械成套联营公司
省经贸委企业干部培训中心筹建
北京金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长沙钰充实业有限公司
望城县建筑工程公司一工程处
湖南省进出口集团中天经贸公司
湖南搪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制药厂
湖南省青企协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亿利达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金城实业开发总公司
湖南可明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奥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华奥内燃机实业公司
湖南省金环物资工贸公司
长沙市辉亮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意格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星光商业物质公司
长沙市中麓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财三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康润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天鑫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凯创电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哈湘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德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银林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特威空调器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三防车辆厂
长沙科沙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成新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湘南润滑油厂
湖南华湘汽车维修综合服务公司
岳阳市外贸易物资公司长沙经营
湖南光达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韵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万发金属材料商场第一经营
长沙市旭泰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达自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丰华经贸公司
长沙市智群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创智软件圆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鑫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泰阳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广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铁路局长沙电务安装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耀华塑料电器经营
长沙市钢联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南区长虹喷漆烤漆厂
长沙美福隆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瑞祥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华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长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金石电脑有限公司
长沙市科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科学院精化实业公司
苏州高中压阀门厂长沙销售处
省青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玉菱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德诚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艺佳冷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正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长沙市协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三捷强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科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望岳纸制品厂
长沙市水产经营公司
安徽省朝阳微电机厂长沙销售处
长沙飞天润滑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三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华美嘉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力大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森田香料厂
市雨花区中顺电器成套销售处
湖南康程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新乐和电脑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银湖纸制品厂
湖南省天化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泰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周林频普公司
市兴华印刷机械器材厂
湖南海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西区深湘电器厂
湖南麓谷医药有限公司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包宁轧钢九文钢材经销处
长沙大易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湘凌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更好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顺大石油经营部
湖南新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联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德高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开福区旭辉换热器厂
湖南三环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电线厂长沙供销处
省进口汽车配件公司
湖南长沙吉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友联摩托车汽车配件实业有
湖南长沙日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九源焊管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湘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体坛周报印刷厂
长沙建工有限二公司芙蓉苑
湖南省神宇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海螺服饰有限公司
长沙市东瑜不锈钢有限公司
湖南惠湘进口汽车修理厂
广州市金税计算机有限公司长沙
长沙极光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金阳光电器商行
树木岭支行的有：
长沙正园教育培训中心
长沙市华翔化工经营部
长沙市振龙油脂有限公司
四川省仪陇县建筑总公司昆明工
湖南国杏中药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怡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亚太汽车科技实业公司
市郊井塘机械化施工公司
省对外建设总公司第四工程公司
湖南欢喜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雨花区旦子抛光厂
长沙市顶立粉末冶金研究所
广东省八建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展东支行的有：
湖南省铭恒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新世纪百货诜涤化妆品公司
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茂诚安橡塑有限公司
湖南富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矿山研究电力电子设备厂
邵阳市北塔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北京景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智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白沙房地产事务所
市建安公司省政府省长办楼项目
湖南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三力邮电通信设备公司
湖南省跨越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外建总金隆大厦项目经理部
铁道部第五局建筑工程公司二工
艺鑫广告公司制作部
湖南外建星沙大道南延线工程部
湖南鑫振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县跳马金坡碎石场
赤岭路支行的有：
湖南顺天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睿诚实业
湖南省广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大华支行的有：
长沙市雨花区洗发配商店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长沙办
事处
湖南电力建设联合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树木岭建筑工程队
湖南省湘北地矿工程勘察所
长沙市华夏特种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塘沽阀门厂长沙销售处
湖南省八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中兴工贸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市建安六处经理部
长沙博诚广告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
湖南省湘建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亚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浏阳市淳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曲
海南光阳实业公司
长沙金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华瑞自动化设备厂
长沙黄花建筑工程公司第八工程
市建安公司第五工程处市固体废
湖南省湘菱实业有限公司
省医药总代理有限公司新特药部
长沙中油安达燃油配送有限公司
冶金工业部长沙设计院北海分院
长沙中航珠宝奇石商行
长沙同辉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国信北海经济开发公司
湖南丰本科技有限公司
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总承包公司
湖南望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三众钢结构有限公司
长沙市恩麟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亚大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信和支行的有：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司长沙指挥部
长沙堡狮龙专卖店
湖南景和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三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长沙正圆技术工业贸易总公司
对外建设总公司省政府一七项
湖南永州第二工程创立项目部
湖南省大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长沙湘电实业公司安装工程处
长沙市理想办公设备经销有限公司
湖南宏生堂中药现代化研究所
湖南创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亚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亚大化工建材公司
湖南省湘直房地产开发公司
湖南华银联网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朗峰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嘉彩工贸有限公司
长沙市海汽贸易有限公司
泰州锋陵集团德锋公司长沙分公司
长江电气股份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六建机电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重远实业有限公司
唐人永久墓地公司
长沙市恒信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常德七一机械厂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省鑫泰贸易实业公司
湖南亚大高分子化工有限公司
长沙天心区美洁商行
凯达湖南房地产开发公司
铁道部第五工程局第一工程处
长沙市雨花区恒丰空调电器城
市冰华有色金属贸易公司
长沙齐宇网络科技开发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芙蓉支行

2020年 11月 12日

蓝山县大冲水电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生态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与办法》 规定要求，对
蓝山县大冲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
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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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该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电子
文 本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qwru_OnmCg2Dzqol9oG -fw 下
载并查阅该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
提取码: pfxp ； 查阅纸质征求意见
稿，前往蓝山县大冲电站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可能受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
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对污染物产
生和环境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对建

设项目运营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其他相关要求。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ocYksyCvl1bDTOg9Brp2rw 提 取
码: uuz9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反馈意见方式在项目
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直接
登陆网站下载并查阅该项目环评
征求意见稿或查阅纸质征求意见
稿， 并将意见按下述联系方式反
馈，项目评价单位将根据公众意见
在最终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给与
采纳与否的说明。公众可以采取网
上发邮件、打电话、邮寄信件等多
种方式发表意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起，10 个工
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
出意见和建议。

花垣县红卫左岸电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
关规定，现将该项目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1.项目名称及概况：花垣县
红卫右岸电站位于湖南省花垣县
边城镇码头社区下八排自然村电
站拦水坝左岸，坐落于酉水一级支
流，沅江二级支流花垣河上。 红卫
左岸水电站于 2008 年开工建设，
2009年投产发电，安装 2台水轮发
电机组 ， 装机容量 2×800kw=
1600kw。 2.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www.25hb.com/forum.php?
mod =viewthread&tid =87983&fro =
2535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意见可发至邮箱 ：frjnhba@163.
com，电话可拨打：0731-84098688。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
提出意见自本公示张贴 10个工作
日内。

常宁市板山岗水电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受常宁市板山岗电站委托，开展对
常宁市板山岗水电站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根据国家《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文件精神，向公众进行信
息公布。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

368166-1-1.html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周边居民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张
工 281552284@qq.com 0731 -
84098688 4.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常宁市万木园水电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
关规定，现将该项目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1.项目名称及概况：万木园水电站
位于常宁市塔山瑶族乡西江村，位
于湘江一级支流白水支流西江河。
电站于 2013 年开工建设，2015 年
投产运行， 电站装机 1000kw （2×
500kw）。
2.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网络链接：
http://www.25hb.com/forum.php?
mod =viewthread&tid =
87984&fromuid=62535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意见可发至邮箱 ：frjnhba@163.
com，电话可拨打：0731-84098688。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
提出意见自本公示张贴 10个工作
日内。

常宁市龙潭水电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
关规定，现将该项目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1.项目名称及概况：常宁市龙潭水
电站工程建设单位为湖南海河水
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龙潭水电站，
常宁市龙潭水电站建设项目于
2007年 2月投产运行，总装机容量
1000kw。 2.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www.eiabbs.net/thread -
368197-1-1.html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 意 见 可 发 至 邮 箱 ：
1605680766@qq.com，电话可拨打：
0731-84098688. 5. 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自本公
示张贴 10个工作日内。

常宁市西江口水电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方瑞节能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受湖南河海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委托，开展对常宁市西江口水电
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部令第 4号） 文件精神，向
公众进行信息公布。 1. 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方式：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pmiEmBZorqdXHXsoKWeGLA
提取码：a7hk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周边居民 3.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 周工 461340829@qq.
com0731-84098688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
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送达公告
经调查，下列社会组织存在连续两年未参加年度检查行为，违

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三条之规定。依据《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民办
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之规定，本行政机关对下列社会
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1、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旺社区小蜜蜂青少年服务中心
2、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沁满园互助联盟
3、长沙市雨花区星海乐团
4、长沙市雨花区潇湘越剧知音会
5、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梓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6、长沙市雨花区黎托栗塘宏正艺术团
7、长沙市雨花区红枫艺术团

因无法与上述社会组织取得联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四十条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公告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 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上述社会组织可于送达之日 60 日内向长
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或者长沙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 或在 6 个
月内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
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本行政机关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592 号区民政局 1 号
办公楼 A313 室

联系电话：85880510
特此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民政局
2020 年 11 月 12 日

声明
本 人 徐 谭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781198110080535。 本人于 2011 年
10 月 23 日通过湖南省统一组织的中
级土建考试获得建筑工程专业中级工
程师证书。 2020 年 10 月，经查询广州
计发发贸易有限公司在未经我本人允
许的情况下盗用我证书信息，本人承诺
此证书无任何违规挂靠行为，也从未于

上述公司有任何往来。所以一切行为属
广州计发发贸易有限公司， 与本人无
关。
说明人：徐谭 电话：18373611820

遗失声明
刘志超不慎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

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祁阳分公司收据一
份，收款单号：费用名称 ：装修保证金
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