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圣诞树开始点亮，城市
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一个个
星巴克圣诞节专属的红杯，星
巴克圣诞季已经悄然而至。

今年圣诞季，星巴克推出
了三款圣诞特饮：经典的“太
妃榛果拿铁”，香甜的“蔓越莓
白巧克力摩卡”， 全新亮相的
“提拉米苏拿铁”，搭配星巴克
精致可口的食品，为你打造独
一无二的圣诞季星巴克体验。

作为最经典的星巴克圣

诞饮品，太妃榛果拿铁历经13
年仍受众多星粉们追捧。一杯
太妃榛果拿铁，搭配一份香甜
的麦芬，让冬日的寒冷空气在
咖啡的醇香和甜品的美味中
瞬间溶化。

全新推出的提拉米苏拿
铁是一款充满爱意的甜点。
“提拉米苏” 在意大利语中是
“带我走”的意思。如果再来一
份提拉米苏蛋糕， 给甜蜜加
分， 让爱的滋味在你和TA之
间蔓延和绽放。蔓越莓白巧克
力摩卡是另一款经典饮品。如
果要创造更加美妙的圣诞节
日舌尖体验，那就不能错过来
自美国的蔓越莓蛋糕。

此外，今年星巴克还带来
美国广受欢迎的巧克力熔岩

棉花糖蛋糕和特浓花生巧克
力蛋糕， 每一口都松脆有嚼
劲，回味无穷。

星巴克今年推出的纪念
款随行杯和马克杯的创意也
出乎意料，无论是充满圣诞气
息的雪花朵朵不锈钢随行杯、
惹人喜爱的欢乐企鹅旋转随
行杯，还是俏皮可爱的拐杖糖
马克杯……另外，中国第一款
上市的别具一格的红杯星礼
卡、限量款杯型星享卡充满了
圣诞的节日色彩。

可爱调皮的对熊玩偶、圣
诞姜饼人、圣诞姜饼袜、圣诞
姜饼企鹅、圣诞房型罐装牛轧
糖，红色铁罐房子配以白色雪
花， 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记者 朱蓉

2014.12.12��星期五 编辑 朱蓉 图编 覃翊 美编 陆薇 校对 曾迎春

华声财经·公司A21

永顺县爰心养殖场遗失由永顺
县工商局 2010 年 3 月 2 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43312700000434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车主刘奥林遗失雪铁龙 C5
（车牌号：湘 A667VJ）交强
险 贴 标（QJAS140576252
9），声明作废。

湘乡市中沙镇提炼厂遗失湘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 4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号 43038110002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项爱芬遗失开福区湘江世纪城
映江苑 7栋 2704室的维修资金
缴款凭证第二、三联，凭证号
为：00497348，特此声明作废

陈朋遗失开福区湘江世纪城映
江苑 7栋 2002室的维修资金缴
款凭证第二、三联，凭证号为：
00497327，特此声明作废

李晓敏遗失开福区湘江世纪城
融江苑 6栋 3207室的维修资金
缴款凭证第三联，凭证号为：
00533088，特此声明作废

现有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专用收据
定额五十元 存根联一本，湘财
专字(2014)起讫号码 00125101-
00125200宣布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海翔工贸有限公司遗失
以下证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 ：430300
000061540（1-1）S。 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30
4661655784。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30304661655784。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66165578-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 A28845，湘 A69567道路运
输证各一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东塘电信营业厅遗失发
票 4 张，发票号 30358459，
30358460，30358859，30358860，
以上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环球和顺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开福区综合农场路编号为长
国用 2011 第 100503、100504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磐龙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湖南磐龙安全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扩建项
目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工 作 ， 现
根据国家有关环保法规及规定，
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具体可
见（http://bbs.rednet.cn/thread -
43733236-1-1.html）
湖南磐龙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湖 南 磐 龙 安 全 系 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基 地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互生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3 年 10 月 30 日核
发 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93918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布诺森服装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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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雄辉，电话：13787058599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
2-4栋 502号房。

注销公告

湘 ALV381 的 车 主 、 湘
AW6U39 的 车 主 、 湘
A94Q28 毛正林、湘 ALN426
陈英武、湘 ARK958郭鹏：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
已作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
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处罚事前告
知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12月 12日

公 告

湖南优则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
局 2014 年 9 月 20日核发的发票
购领本，税号：43010256174
8086，发票代码：000000001
43001410128，发票起始号：
10883451，发票终止号：108
835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衡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金霞小区
顺天·北国风光 7栋 305房。
联系人:左亚利 电话:15367919886

注销公告 刘红辉（身份证：4307021979
01130017）遗失 1998年湖南省
常德机电工程学校铸造专业毕
业证书（证书号：98111637），声
明作废。

最近，社会上出现一款为“十
二生肖金币大全”的贵金属产
品，该产品以中国邮政批准发
行的名义在多家报刊及互联网
上进行广告宣传，其广告宣传
内容虚假夸大，且产品价格虚
高。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严正声
明：该产品以中国邮政的名义
进行宣传，涉嫌误导、欺诈消
费者，使消费者误认为是中国
邮政所为，是一种不实宣传和
销售行为。 在此郑重提请广大
消费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
骗。 中国邮政将对此事保留采
取相应法律措施追究相关单位
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2014年 12月 12日

公 告

公告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舒亚遗失作废省财政厅 09年会

计证，档案号 43000000071223

郭金明、胡建安、张艳红、陈
志清、彭新建、杨奇、苏白莉
遗失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株
洲管理处退休证，声明作废

岳阳市云铁装卸有限公司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030000018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寻保旗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从业
资格证，证件号 43010000103
08000796，声明作废。

胡彬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 143001320660发票
号码，00604640，声明作废

李利沙遗失安全证，证号:湘
建安 B(2014)040000011，声
明作废。

刘蓉遗失万国城一千元入会收
据（0004870）； 夏 中 海 遗 失 万
国城一千元入会收据（0004871），
声明作废。

颜文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419197910110019声明作废。

李仪遗失长沙开福区开福万达
广场写字楼 C1-3705写字楼定
金收据，凭证号为（1029699），
C1-3713 写字楼定金收据，凭
证号为（1029700）C1-3714 写
字楼定金收据，凭证号为（10
29702）声明作废。

汤澍，身份证号 430103198009
301514，遗失警官证，警号：
016890，声明作废。

汪安舟 2014.12.9遗失身份证
43010519900917353X,挂失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8312488387本人亲谈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一波强冷空气的来袭 ，
让全国大部分感受到了冬日
的寒意。但是，“一点一滴的
好-我和我的闺蜜”系列活动
又推新福利， 好让这个冬天
不太冷！

和闺蜜一起玩，和闺蜜一
起乐，还要和闺蜜一起“购”！
即日起登录华声在线论坛，即
可以惊爆价团购蒙牛纯甄酸
牛奶。闺蜜节不仅可以在微博
晒照片，还可以在微信玩游戏

赢取羽泉演唱会门票和纯甄
酸奶，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姐妹
拼单，一起shopping，别问为
什么，我们就是要这么任性！

此次团购的蒙牛常温纯
甄酸牛奶，秉承自然、简单的
理念，引用丹麦先进的生产技
术，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
剂， 保留了纯粹的营养和美
味。冬日和闺蜜共饮纯甄酸牛
奶，不仅有纯粹美味，更有健
康美丽哦！日前纯甄酸牛奶更
是独家冠名央视音乐真人秀
节目《中国正在听》，纯甄酸牛
奶“简单纯粹不添加”与《中国
正在听》节目“不修音，无虚
假”天然契合，在线上线下都
掀起了一片蓝色风暴！

微博晒闺蜜吸引众多网
友，不仅有“萌妹子”，还有“美
娭毑”， 小伙伴们晒图真是不
亦乐乎，各种“中国好闺蜜”让
人大开眼界，爱意浓浓。微信
上的“解救闺蜜”操作简单、画
风恶搞，而且只要将成绩截图

发至华声在线的官方微信，就
有机会获得羽泉北京演唱会
门票和蒙牛纯甄酸牛奶，获得
网友们热烈追捧。

“通过玩这款小游戏，又
令我回想起与闺蜜一起学习，
一起奋斗，一起开心的日子。”
网友Queen灿表示，自己是个
80后， 觉得这款游戏很怀旧，
要给100个赞。

网友提拉米苏表示，“作
为00后的一代，我有好几个无
话不说的知心闺蜜，看到这款
游戏后很是好奇，玩过之后就
爱不释手，我还推荐给了几个
闺蜜玩。”目前已经有2万余人
加入了游戏互动，后台收到了
网友们1000多张截图。

“一点一滴的好-我和我
的闺蜜”系列活动不管是微博
晒闺蜜或是微信“解救闺蜜”
游戏，还是一起来团购，多样
的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哟，快
来参与吧！

■记者 侯小娟

万福生科易主桃源湘晖，今日复牌
停牌近两年的万福生科，

终于要回归了。
12月11日晚， 万福生科

发布公告称，因公司第一大股
东龚永福、杨荣华夫妇逾期未
还项目借款，二人合计持有公
司的约3508万股股份， 划拨
给“债主”桃源湘晖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

司法划拨后，桃源湘晖将
变成万福生科的第一大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易主卢建之。
经申请，公司将于12�月 12�日
开市起复牌；此前公司股票已
从2013年4月23日停牌至今，
停牌前股价为5.65元。

■记者 黄利飞

因偿还1.4亿元项目借款
交出公司控制权

12月11日，万福生科收到了第一大股
东龚永福、杨荣华夫妇的通知，内容涉及
二人股权结构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的
变化。

原来，2013�年 8�月 30日、9�月 11�日，
龚永福、杨荣华夫妇因债务危机，向桃源
湘晖借款1.4�亿元，但因款项逾期未还，桃
源湘晖依法向桃江法院提交了《支付令申
请书》。

今年1月20日， 桃江法院裁定将龚永
福持有的2508.7719�万股股份和杨荣华持
有的 1000万股公司股份按照每股 3.99�元
的评估价划拨给桃源湘晖，用于清偿1.4亿
元债务；还将龚永福另外1503.76万股划拨
给宁波永道，用于清偿对宁波永道的6000
万元的债务。

股权变更前，龚永福、杨荣华夫妇合
计持有万福生科59.98%的股权，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司法划拨后，桃源湘晖直接持有万福
生科26.18%的股权， 成为第一大股东，而
持有桃源湘晖100%股权的卢建之， 成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龚杨夫妇持股比例降
至22.58%，为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是
持股11.22%的宁波永道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持有公司。

停牌20个月终复牌
股票走势难乐观

谁也没有想到，万福生
科的“易主”，竟然会是因为
“偿债”而暂时告一段落。

对于公司今日复牌的表
现， 多位股民表示不会太乐
观。“暂且不考虑停牌期间大
盘表现如何， 光造假如此严
重，利空总是要消化的，更何
况公司前景并不明朗。”一位
资深投资者如是说。

公告称，桃源湘晖除参
与处理上述债务危机相关
事项外，未开展其他经营性
活动，目前也还未制定未来
12个月处置万福生科股份
的计划，同时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持万福生科股
份的可能性。

而此前不到一个星期，
万福生科还公告了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数据显示，公司2012年
度和2013年度连续两年亏
损，再加上今年前三季度亏
损2718.6万元，即便公司拟
通过处置闲置资产增加净
利润约2900万元的举措可
能使2014年度扭亏为盈，公
司仍有可能被暂停上市。

因为，目前万福生科造
假上市案件正在审理中，后
期其财务数据可能会调整，
一旦公司2011年净利润被
调至亏损， 其将因2011年、
2012年、2013年连续亏损
而直接暂停上市。

晒和闺蜜一点一滴的好 赢羽泉演唱会门票
惊爆价团购纯甄酸牛奶 就是这么任性

星巴克奏响圣诞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