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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湖南人“胃口大开”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千亿 吃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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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
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绝缘子产业化（醴陵华鑫电
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高压空
心绝缘子产业化技改扩建工
程） 项目位于醴陵市浦口镇三
铺村， 为技改扩建项目， 占地
3.06 万 m2， 总建筑面积 1.6 万 m2，
建设内容含特高压空心绝缘子
厂房、成品车间及检测中心、理
化检测楼等。 项目建成后，
预计年产 0.8 万吨特高压空心
绝缘子。 工程详细情况详见
http：// www.eiafans.com。
公众在刊登后十个工作日内可
对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提出意
见看法。 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杨工 85383416；
建设单位：彭工 23132322。

减资公告
长沙云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 612245 元。 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请求，特此公告!

公 告
张家界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
[张仲调字(2015)2 号]已经于
2015 年 8 月生效，申请人刘先
知、卢青取得中国城戴斯酒店
(富通大厦)第九楼的占有权、
使用权和收益权。 生效前该
第九楼所负担的任何债务及
纠纷均与申请人无关。

特此公告!
电话:13808473388

2015年 8月 25日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发票号 988971、98
8972、批单号 470134、470135、
470136单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所遗失票号为:1586025170
的财政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世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开福分局 2008 年 6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0778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长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吿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汪力，电话 18974939872

注销公告
长沙炫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吿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诗美，电话 1887409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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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文韬身份证遗失，证号：43
062419920216421X，声明作废。

◆黄飞遗失长沙医学院报到证，
编号 201410823200190.声明作废

◆胡金秀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2056000
15626，特声明作废。

◆莫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5197105062021声明作废。

◆杨意俊遗失土建施工员证，证
号：120011100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双江包装有限公司遗失社
保登记证书，编号 4301211017
0000730，声明作废。

◆罗孝友遗失长沙市芙蓉区远大
路附 1 号 715 号房产证，证号：
003338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深圳市易信科技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起注
销，特此公告。

◆李启明遗失二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执业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益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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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联系人：徐园 15274922291。

◆丁操遗失 430122002084号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张丹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4021973090230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韬一律师事务所遗失陶楚
伟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戈诗美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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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映辉，电话：18670720991

公示作废
徐全湘 FE6732，长益（长白）
高速湘 AG3576各车牌 1块。 省
脑科医院湘 AE5621行驶证。

注销公告
湖南熊计划品牌设计顾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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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树 15084783899

注销公告
湖南金瑞东升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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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
里牌街道五一大道 158 号和谐
潇湘大厦 3011 房。 联系人：陈
哲奇 电话 18670326777

注销公告
长沙联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吴泉，联系
电话：17773101159。

注销公告
湖南盛世湘科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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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鸣，13873165647

公 告
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具体安
排如下 ：一 、会议时间：2015
年 9月 16日上午 8：00 时。 二、
会议地点：宁乡灰汤桃花谷度
假山庄会议室。 三、主要议题
是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 1、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602.5 万元
增加至 5 亿元。 2、将工商登记
的记名股东人数由 38人调整至
34 人。 3、其他相关条款修改。
本次股东会议案的具体内容，股
东可自公告之日起到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查阅。 四、出席会议的
股东须遵守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持本人身份证和股权证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5：00 时至 1
7：00 时到宁乡湘电灰汤温泉山
庄大厅办理登记手续。

长沙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8月 25日

◆邓立群，编号 13-452 人事代理
合同遗失，特此声明。

◆何巧玲（身份证 431125198810
050027）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档案号：431125198810050027，声明作废。

最近，苏宁有点忙。8月10日，
苏宁阿里联姻， 宣布达成战略合
作，共启商业未来。8月17日，苏宁
易购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8月18
日，苏宁“全民发烧节”全面爆发，
当日苏宁易购销售同比增长
427%。

眼下苏宁又有大动作。8月24
日，湖南苏宁负责人透露，8月29日，
全省69家门店闭店，开启万人团购。

8月29日当天，消费者必须凭
借苏宁发放的入场券进店， 参与
惊爆特惠机型的抢购、惊喜抽奖、
套购返券等系列优惠。 上述负责
人表示，8.29万人闭店大团购，全
品类、全品牌参与活动。湖南苏宁
不仅承诺全城比价， 贵就赔双倍
差价，单品爆款5折起疯抢，更有
旗舰品牌力度、货源承诺。

优惠链接

松桥电水壶团购价38元，美的
压力锅团购价230元，iPhone6(16G)
团购价4698元， 佳能单反70D套机
团购价7099元， 先锋32吋液晶电视
团购价999元， 名牌6公斤波轮洗衣
机团购价699元，名牌1P冷暖挂机团
购价1299元。此外，美的、小天鹅、创
维三大品牌， 将于8月28日至30日举
行“超级品牌日”，加码让利消费者。

同时，在店面促销人员、售后
服务人员、让利幅度、赠品支持上
都给予绝对倾斜，比如预存赠送食
用油；定金10倍翻，最高抵1000元；
套购满额最高返2000元券，套购满
38888元赠三星S6一台， 赠品数量
有限， 特价机及明示品牌不参加
等。 ■通讯员 邓倩 记者 杨迪

苏宁秀价格“下限”，商品五折起

近期，沪深股市持续低迷，市
场避险情绪急剧上升， 巨量场内
资金正源源不断涌入货基避险，
场内交易的货币基金成为避风
港。银河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
南方理财金H今年以来净值增长

率为2.5845%，在全部场内交易型
货币基金中居于第一。 良好的业
绩和充沛的流动性， 使得南方理
财金H得到避险资金的追捧，上交
所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南方
理财金H基金规模突破50亿元。

上周人民币经历三天贬值
4.66%之后， 本周人民币汇率企
稳。 而随着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剧
降， 震荡的债券市场再次被激活，
开始进入上升通道， 上证国债指数
和企业债指数本周纷纷创出历史

新高。受益于此，业绩优异的明星
债券型基金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
象。其中，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基
金凭借业绩稳健、年化收益高和综
合评级高三大优势成为名副其实
的“高富帅”。 ■记者 黄文成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业绩领跑

南方理财金H破50亿元

本报8月24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 ，7月
份，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987.88亿元， 同比增
长11%。7月份，“吃喝” 成为
拉动我省消费的重要动力。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法人单位中， 吃类商品实现
零售额46.60亿元，同比增长
21%。

“吃喝”消费中，粮油食
品、饮料、烟酒类分别同比增
长 21.4% 、25.6% 、16.4% 。餐
饮消费也有所回暖，7月，全
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
人单位实现餐饮消费13.70
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
正餐增长8.3%。

此外，汽车类、石油制品
类、穿着类、居住类商品消费
增速明显下降。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孟强

本报8月24日讯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至7月，城镇居民累
计生活用电量为92.56亿千
瓦时，同比下降8.6%；而乡村
居 民 累 计 生 活 用 电 量 为
100.6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3.9%。

7月份，我省全社会用电
量128.88亿千瓦时， 同比降
3.3%， 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同比增18.4%，第一、第二产
业用电同比均下降一成以
上， 第三产业用电同比增
12.9%。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宋超

前7月村民用电增三成

资讯

动态

14市州今年将完成数字城市建设
本报8月24日讯 今年

底， 全省14个市州将全部完
成数字城市建设。 这是记者
今天上午从省国土资源厅召
开的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得
的消息。

农民建房通过GPS定位

发布会透露， 截至今年8
月，我省14个市州已经全部启
动了数字城市建设，其中长沙、
株洲、湘潭及郴州、常德等12个
市州已建成并通过验收， 怀化
与张家界预计年底也将建成。
与此同时，湘乡、桂东等31个县
市区也启动了数字城市建设。

“土地利用规划、 水利普
查、人口普查、高铁地铁的选
址勘测， 乃至百姓日常出行
等，都离不开基础地理信息提
供数据服务。” 省国土资源厅
副厅长金勇章表示，目前国土
行业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延伸

到乡镇一级， 比如农民建房，
乡镇国土所的工作人员通过
手持GPS给予定位，将信息输
入系统提交县级国土部门即
可，给老百姓节约了时间。

数字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截至2015年上半年，全省
14个市州共建成数字城管系
统、人口管理系统、网格社会
化管理系统等99个典型应用
系统，另有土地执法系统等18
个系统在建。近5年来，国土资
源厅累计为全省各行各业提
供基础地理信息成果23万余
幅，节约财政资金6亿多元。

省国土资源厅同时表示，
国土部门将对外无偿提供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依照国家保
密与信息安全有特殊要求的
除外），各相关单位若有相关需
求，可向国土部门提交申请。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萧欣 刘泉子

7月份，“吃喝”成为拉动我省消费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