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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资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湖南资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兴农商行）公告催收下列主债权及担保债权。 请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资兴农商行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偿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详见下列附件清单：

联系人： 何雪峰
联系电话：17704354681
联系地址：湖南省资兴市晋宁路 93号

湖南资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9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 2020年 11月 20日未归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南资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继承人在继承财产范围内履行义务。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债务人名称 身份证号码 借款日期 本金余额 利息 本息合计 担保人 贷款银行机构
196 汪生江 43108119771111**** 20130123 40000.00 7980.69 47980.69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197 谢尤义 43280219670322**** 20130627 120000.00 19995.00 139995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198 欧细入 43108119680213**** 20120107 10000.00 2950.89 12950.89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199 周相平 43280219720620**** 20110803 20000.00 7154.91 27154.91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0 何忠言 43280219560814**** 20120602 170000.00 44215.10 214215.1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1 欧泽辉 43108119880109**** 20130201 20000.00 2735.30 22735.3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2 袁小彬 43108119811010**** 20130703 495000.00 29326.50 524326.5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3 周星田 43280219540815**** 20120602 130000.00 35632.60 165632.6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4 曹文伟 43108119900321**** 20120823 10000.00 2152.59 12152.59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5 陈世柱 43100319800109**** 20120322 20000.00 5475.33 25475.33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6 邓仁亚 43108119870730**** 20110621 20000.00 7231.98 27231.98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7 黄冲兰 43280219701228**** 20110928 20000.00 6676.53 26676.53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8 黄小娟 43280219770702**** 20110623 10000.00 7214.99 17214.99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09 李曹明 43108119890828**** 20130313 50000.00 8160.08 58160.08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10 谢志辉 43280219741022**** 20160310 100000.00 16033.04 116033.04 资兴农商银行青腰支行
211 张建锋 43108119851216**** 20150723 50000 28704.2 78704.2 资兴农商银行清江支行
212 何中毅 43108119870129**** 20150618 20000 14305.50 34305.5 资兴农商银行清江支行
213 何泽康 43280219640201**** 20141209 5629.08 484.50 10013.58 资兴农商银行清江支行
214 罗华文 43108119860303**** 20170607 49999.45 11082.4 61081.85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215 金志安 43108119770607**** 20200121 290000 17302.9 307302.9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216 黄跃辉 43280219691205**** 20190314 50000 5443.6 55443.6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217 肖垂华 43108119861230**** 20170327 45943.5 2971.8 48915.3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218 王刚 43108119860323**** 20181029 47000 2741.91 49741.91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219 李彬 43108119851023**** 20160623 32000 10342.89 42342.89 资兴农商银行汤市支行

沅陵县宏信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养猪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 号） 及相关
要求，现向公众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的有关信息，以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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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QMmG3 -
SCfpKzGsSCbxXkg 提取码：53f5

（2） 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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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申请查
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二酉乡清水
坪村及附近的公众与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hiecc.cn/upload/file/
20201218/20201218123425542554.docx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 翟总 联 系 电 话 ：
13974357513

环评单位： 刘女士 联系电话：
13574807769 邮 箱 ：779629244@qq.
com

欢迎您对本项目的环保问题提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 您可以通过电话、信
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公示发布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联系。

沅陵县宏信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

长沙千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5617286597,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
者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刘
奥，电话：17775858188

遗失声明
高丽娜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不慎遗失

身份证件， 证号：430405200206181020 现
声明作废。

黄淼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不慎遗失第
二代身份证， 号码：430981199601183526，
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效。 特此声明。

黄玲于 2019 年 12 月 10 月遗失 （证
号：430105198610174627） 二代身份证，声
明作废。

湖南源新医疗器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24MA4Q5QQ95P，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李荃）各一
枚，声明作废。

吴东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遗失户口
簿一本 ，户号 :4301021515514833，声明作
废。

胡芳遗失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校毕业证，编号 108301200806003067 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启帆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吴茂盛电话:18900746748

遗失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志友五金交电行遗失原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现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2 年 09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
号：4301023F61558，特此申明作废。 2021 年 01 月 08 日

继承公示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位于双峰

县永丰街道城中路湘中水果批发市场 1
号楼 219 房 ， 双房权证永 2015 字第
0900 号不动产予以转移登记（因法定继
承 取 得 ， 被 继 承 人 ： 王 桂 香
432522196809213743。 继承人： 罗红亮
432522196606263775）现予公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将
异议书面材料送至双峰县政务中心不
动产中心，0738-6821186。 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
登记。

双峰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 年 1 月 7 日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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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深圳市和升贵网络有限公司常德分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 注册号 ：
430702000097990，声明作废。
●娄底新环境暖通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行政公章（防伪编号：4313000104861）壹
枚，声明作废。
●杨承璟（父亲杨欢，母亲杨旋）遗失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595354，声明作
废。
●刘敏轩（父亲刘泽民，母亲刘砂砂）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285152，声
明作废。
●戴依婷（父亲戴斌，母亲欧阳红）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463665，声明
作废。
●田朝辉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证书，
编号：105425201005001278，声明作废。
●湘西自治州凤飞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 备案号 4331000013339，
声明作废。
●株洲广义铁路电子电器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将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石峰 分 局 2016 年 5 月 13 日 核 发
430200000003395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
遗失，声明作废。
●周雄江遗失汨罗市人民法院开具的
财产案件受理 费发票 ， 发票号 ：
3230157964，金额：8900元，声明作废。
●王品言 （母亲 : 王明娟） 的编号
P430239031出生医学证明遗失作废
●尹子瑾（母亲：康梅，父亲：尹焰）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1001656，声明
作废。
●郴州市湘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 4310000135926）、刘毅的法人
章，声明作废。
●王小燕--湖南省祁东县中心市场三
栋 109号， 注册号 430426600151429，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肖慧（父亲：肖明，母亲：吴珊红）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837708，声明
作废。
●廖诗妤（母亲：段慧娟，父亲：廖朝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847844，
声明作废。
●钟梓涵（父亲：钟强，母亲：邓臣美）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529452，声
明作废。
●彭艳（父亲：彭广青，母亲：周雪）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430709872，声明
作废。
●何兵玉遗失湖南省中医药学校的毕
业证，证号：920261；遗失湖南中医学院
的毕业证，证号：32349，声明作废。
●张长根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住院医疗收费票据， 票据号：
0107158431，金额：9266.80 元，现声明作
废。
●株洲市荷塘区汽车配件商会遗失社
会团体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30202563542399E，声明作废。
●杨舒茸遗失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护理专业 2014 届毕业证书， 编号：
138021201406001588， 声明丢失原件作
废。
●阳彦（父亲：阳龙，母亲：曹艳子）遗失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签发的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430600685，声明作废。
●茶陵县虎踞中学遗失湖南省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字轨湘财通字[2017]，号
码 261518940，作废。
●湖南增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李
群林私章，声明作废。
●常德市馨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银行U盾一枚，声
明作废。
●澧县育才实验学校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专用收据（学杂费）收据一联，票据
字轨湘财专字（2018），票号 00987591，声
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姜长军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0502600050363，声明作
废。
●张一（父亲：张清明，母亲：李小兰）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430231379，声明
作废。
●余涛（身份证号：430102198903225011）
遗失驾驶证，声明作废。

●连河冲村部分群众自建安置房管理
小组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L5615000055001，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
桃江县支行，声明作废。
●龚新怡（父亲：龚超，母亲：李莎）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证号：P430434643，声明
作废。
●刘冰不慎遗失湖南省长沙市他项权
证一本 ， 证号 ： 房他证天心字第
516004054号，声明作废。
●邹文遗失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药
学专业报到证，声明作废。
●廖文遗失长沙理工大学报到证，证号
03105560053，声明作废。
●唐艳华不慎遗失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99届毕业证，证号：99221719，声明作废。
●父亲付科与母亲张浩遗失儿子付晨
曦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175920，声
明作废。
●桃江县合心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 4309222005940）、财务专用章
（编号 4309222005941）、 公章 （编号
43092210002708），声明作废。
●通道锦绣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会同县漠滨侗族苗族乡学校遗失湖
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 （学杂费手工
票）25份，票据字轨:湘财专字［2017］，号
码：03268226-03268250，声明作废。
●郭乔彬（父亲：郭新东，母亲：高梅）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002785，声
明作废。
●徐志文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1000600351900，声明作废。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20届毕
业 生 彭 莉 ， 遗 失 报 到 证 ， 编 号
202013802302287，声明作废。
●岳阳麦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 4306000079171，声明作废。
●李玉军先生遗失湖南省株洲市天元
区碧桂园玖喜台购买 4 栋 602 室的购
房发票 1份，编号 04701770，金额 380000
元，声明作废。
● 唐 华 国 （ 身 份 证 号 ：
431102198903105117 ） 不慎遗失坐落于
零陵区南津北路七里店办事处杨塘村
罗家组（耀江文景苑)4栋 305号的土地
他项权证一本，证号为：2013-153，特声
明作废。
●邵阳市大祥区潮点欧韩范服装店（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0503MA4R25LN5L） 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经营者：张三容，声明作废。
●龙凤娥遗失明发商业广场公司开具
的购房发票， 发票号 04406567， 金额
260000元，声明作废。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生伍钊煜不慎遗失毕业证， 证书编
号：130391201606001993，声明作废。
●朱雨馨（母亲:马莉，父亲:朱天赐）遗
失湖南省出生证明， 编号：O430799488
声明作废
●容嘉树（父亲：容刚，母亲：朱利军）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43027354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新通和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章、法定代表人任红娟私章，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领唱量贩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91430104MA4RUCHB33 营业执照 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名枪汇射击运动俱乐部（普通合
伙 ）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510025278202公章、 财务章、 刘勇私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湖光十色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4 月 9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430102000211431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绿管家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3月 9 日核发 430102000258806 营业
执照正副本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智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至
249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王海涛，电话
13637416841

减资公告
湖南贝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至
28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王佩兰，电话
13723872855

减资公告
吾同映画（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
减至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
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姜端华，
电话 13681868580

减资公告
湖南百万雄宾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减资， 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
至 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
求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刘岑，电话
13055151555

减资公告
湖南新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申宜春，电话
17872368015

减资公告
湖南永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张扬，电话
17872368015

减资公告
湖南展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5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戴斌，电话
17872368015

减资公告
湖南长鼎建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108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申林桂， 电话
17872368015

减资公告
湖南启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3000万元减至
108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申琦，电话
17872368015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21年 1月 7日湖南科众兄弟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 4250万元减至 35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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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剑峰
15874939088。

注销公告
长沙群邑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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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守浩，电话 13677391725。

遗失声明
湖南丰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备案号 4301210204567，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湖南维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减资，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减至 200
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提供
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喻跃武， 电话
13677322628

遗失声明
宁乡县秀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翔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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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英，电话 17773477705

公 告
广大会员们：您们好!
衡阳滋采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因公司暂
停营业，麻烦各位会员持卡于 2021年 1
月 7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内与本公
司工作人员联系退卡(逾期不再办理退
卡退款事宜)。
联系人：蒋受良，联系电话：17840959969

2021年 1月 7日
清算公告

湖南汇鑫箱包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8日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同日成立
了清算组，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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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大桂，联系电话：13548877508

注销公告
湖南天网卫星监控技术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向纪全，电话 18975118333

股东会议通知
徐维林：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湘潭市天拓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将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湘潭市
岳塘区福星路船架佬饭店公司办公室
召开股东会。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事
项：1、解散公司；2、成立清算组；3、清算
资产；4、确认清算报告及办理公司注销
等事项。 请股东务必准时参加会议，如
届时未出席， 则视为放弃行使股东权
利， 特此通知。 联系人： 张曦， 电话：
13755116988

减资公告
湖南戎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00万元减至
2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粟巍，电话
17773293333

遗失声明
长沙薪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备案号：4301220117023，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红联福鑫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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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志中 ， 联系电话
13762787803，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阳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预留印鉴法人章 （法人陈启
彪），声明作废。

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杰鸿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现已找到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510063096401，故作废于 2021年 1月 1
日在湖南工人报登出的遗失开户许可
证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优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43011102353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志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臻晖能源有限公司将长沙市工
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4 月 24 日核发
430111000231136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乐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私章（唐欢）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微乐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唐欢）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开荣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人
章（龙永清）、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驰宏扬光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91430103344829584L）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遗 失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43010501335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县星沙街道爱诺水岸幼儿园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组织机构代码
524301213205018672)为了保证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请债权人以书面形式向清算组申请债
权，清算组由冯洁、郭春雪、丁晓强、杨
意香、蒋伟义组成。特此公告 。电话：冯
洁，13508472994。

减资公告
湖南龙氏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万元减少
至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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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联系人：龙
波 ,电话 15332345678

减资公告
晟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 2021 年 1
月 4日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5000万元减至 1000万元，现予以公
告。 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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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731-85285012，联系人冷女士

遗失声明
湖南佳信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遗失第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备案编
号：湘长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8A0024号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澳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睿云印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东塘税务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 、 三联 ， 代码 4300171160， 号码
009120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043001900104，
发票号码：57849187，57849188， 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长沙康缘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周锐电话:18175151110

遗失声明
湖南湘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4301110237658，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湖南等风来旅行社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1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申请了清算组备案并进行了债权人
公告。现经股东决定，同意不注销，继续
经营，并解散清算组，公司没有在任何
报纸上刊登注销公告。 如有不实，一切
后果均有本公司承担。联系人：邓立凡，
电话 13533847920

遗失声明
湖南湖湘十色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4月
11日核发 430111000232725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皇德耀世皮鞋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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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珊，电话 13657402949

注销公告
湖南省钰德鸿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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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明 18711027088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华映计算机有限公司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6
月 22 日核发 430102000109915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斑点照明有限公司遗失备案公
章，编号：43012200870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古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局雨花分局 2016 年 10 月 9
日核发 91430111MA4L6PNL2R 营业执
照正副本作废。

作废声明
岳阳市明星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将岳阳
市岳阳楼区应急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3
日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
编号:湘岳楼危化经字【2019】022 号，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和信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号 ：
430302000012901），2020年 12月 25日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 清算组由：孙来、杨凡、彭泳竣组成，
孙来任清算组组长。请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 ， 特此公告 。 清算组联系电话
15197269001，联系人：孙来

遗失声明
湖南沐林现代食品有限公司沐林早餐
屋管理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 局 2002 年 3 月 22 日 核 发
4301001403721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负责人私
章（刘蛟龙）；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湖南鸿之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月 30日在长沙市开福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公
司因业务发展原因，经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终止清算程序，不再注销，继续经营，
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特此声明。联系人：孟
纪律，电话 15616197253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以诚名烟酒行遗失长沙
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20 年 9 月 27 日
核发 91430102MA4RPKH32E 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威康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备案号 43019900489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金马机砖厂遗失长沙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证号 1841497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古泰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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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郴，电话 18670703097

注销公告
株洲市荷塘区汽车配件行业商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430202563542399E），法
人 代 表 ： 胡 坚 毅 ， 联 系 电 话 ：
13907333737，已向荷塘区民政局申请社
会团体单位注销登记，凡涉及此单位有
债权债务关系的自然人请在 30日内与
本单位清算组联系，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湖南斑干净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金从 200万元减
少至 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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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联系人：陈
艳 18188979220

债权债务公告
我校经第三届第三次理事会决议，业务
主管单位宁乡市教育局同意，拟注销登
记，凡与我校有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
的单位和个人， 请于登报之日起 15天
内来校进行申报确认。 逾期者，视为自
动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宁乡市候旨学校
2021年 01月 08日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街道卓嘉建筑设备租赁服
务部部遗失预留在浦发银行星沙支行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关于认领无主财物的公告
我局依法对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局邵阳支队塘渡口大队移交的车牌号
粤 BHU568/粤 BHA76 挂重型半挂牵
引车随车所载货物进行执法检查，当场
查获冷冻猪耳朵猪副产品。随车人员无
法提供购销（来源、去向）凭据及进货
人、销货人身份信息，无法提供相关证
照，也未能提供有关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文件。 产品及包装上无中文厂名、厂
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识。我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等有关
法律规定，对该批冷冻猪肉副产品予以
查封扣押。
本局经过多方查找，无法确定该批冷冻
猪耳朵猪副产品的所有权人。 现根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
定》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第七十四条第
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予以公告。请涉案
物品当事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
日内持有效证明资料及检验检疫合格
证明到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
隆回县花门街道沿江西路）认领财物和
配合调查。 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本局
将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
行规定》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涉案物品
依法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月 4日

关于认领无主财物的公告
我局依法对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局邵阳支队隆回大队移交的车牌号皖
CC1590/皖 C6N81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
随车所载货物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获
冷冻肉类产品。随车人员无法提供购销
（来源、去向）凭据及进货人、销货人身
份信息，无法提供相关证照，也未能提
供有关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产品
及包装上无中文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标识。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 等有关法律规定，对
该批冷冻肉产品予以查封扣押。
本局经过多方查找，无法确定该批冷冻
肉产品的所有权人。 现根据《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九
条第三款、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的规定予以公告。请涉案物品当事人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持有效证
明资料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到隆回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隆回县花门街
道沿江西路）认领财物和配合调查。 公
告期满仍无人认领，本局将依据《市场
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对涉案物品依法进行处
理。 特此公告！

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月 4日

关于认领无主财物的公告
我局依法对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局邵阳支队隆回大队移交的车牌号粤
BZ0231/粤 BWV72 挂重型半挂牵引车
随车所载货物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获
冷冻猪头产品。随车人员无法提供购销
（来源、去向）凭据及进货人、销货人身
份信息，无法提供相关证照，也未能提
供有关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我局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规定，对该批冷冻猪肉副产品
予以查封扣押。
本局经过多方查找，无法确定该批冷冻
猪头产品的所有权人。 现根据《市场监
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
九条第三款、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五）
项的规定予以公告。请涉案物品当事人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持有效
证明资料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到隆回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湖南省隆回县花门
街道沿江西路） 认领财物和配合调查。
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本局将依据《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
三十九条的规定对涉案物品依法进行
处理。 特此公告！

隆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1月 4日

遗失声明
湖南省盲人按摩学会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4801702，开户行
长沙银行东城支行，声明作废！

杨芸熙（父亲杨仁志，母亲李琼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95940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州市零陵清水塘农林牧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
4311020001101）、财务专用章、法人孙
淑华私章，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