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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宏湘遗失南京理工大学建筑
工程专业毕业证,证号:9811026,
声明作废。

北京市阀门总厂中南销售处岳
阳经营部（注册号 88615422-7)，
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阿文家菜馆余文
胜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湘地税登字号：430124196907
110034 号，阿文家菜馆发票代
码：243001470462，发票起始号：
24088301-240885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瑞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和发票联，号码：020860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维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利益阀门洁具经
营部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10001668102，声明作废。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16 年 3 月 14 日湖南新泰
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认
缴资本）从 30000 万元减至 12561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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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丽
电话：0730-8278449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16日

遗失声明
乾利(湖南)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
10018317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潜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
510019780801，声明作废。

◆文莉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件号：43072119960602610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伟华艳峰环保节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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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予
电话：18507315199

遗失声明
湖南意成科技有限公司原公章、
私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杨晨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证，
证号：111037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久发广告装饰服
务部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05 年 8 月 0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4301026003453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国兵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
疗门诊收费票据，号码 15130136
0887，金额 5647.33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宁市辉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4304820029829、
公司财务章（无编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致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 20
11年 8月 1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 43010357864308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保靖县美家大理石装潢有限公
司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
已成立清算组。 请有关债权人
于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联系人:杨雪
联系电话：18674300111

◆刘云微遗失叉车证一个，证号
342224198706061437，声明作废。

◆王笑波、罗亚梅遗失湘潭碧桂
园 40030650号 40030649号票
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飞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聂俊杰遗失安全员证书湘建安
c（2012）1400001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工业品公司（登记机关：
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2100
000449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代码：18700077-1）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乐程汽车生活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4 年 4 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05600385381，声明作废。

◆申检武遗失邵东县卫生职业中
专学校毕业证书，证号：9927
31176，声明作废。

湖南新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无名氏，女，年龄约
30 岁左右， 身高 1.6
米左右， 河南口音，
上穿紫色夹克，下穿
深黑色长裤，脚穿黑
色皮鞋，短发，精神
智障， 言语不清，不

会写字，无法交流，在长沙市汽
车东站走失， 于 2016 年 3 月 8
日 9时，马王堆派出所送入长沙
市救助管理站。 如有知情者，请
打电话：0731-84155110

2016年 3月 16日

寻亲启事 寻亲启事
无名氏， 自述叫
陈爱国，男，60 岁
左右，身高 1.65 米
左右，益阳口音，
上 穿 麻 灰 色 夹
克， 下身黑色长
裤，黑色皮鞋，短

发，精神疑似智障，在长沙市西
二环桥下走失， 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望城坡派出所送入长沙市
救助管理站。 如有知情者，请打
电话 0731-84155110联系。

2016年 3月 16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远见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肖爱
和)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陈睿，43098119981221464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永明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证，证号:38223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云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增值税
普通发票 2份，发票代码 4300
151320，号码 05425301、05425
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胡定强(身份证号码 431125
199006274614)遗失恒大海花岛
认筹书和收据联，编号为 1025
964，金额壹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熊伟 (身份证号码 411202
198306085033)遗失恒大海花岛
认筹书和收据联，编号为 1025
961，金额壹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袁虎 (身份证号码 431230
198606130915)遗失恒大海花岛
认筹书和收据联，编号为 1025
965，金额壹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丰志娟遗失湘潭大学三方就业协议
书，编号：01610530009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创想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新军（430103197502171536）遗失
长沙铁道学院毕业证，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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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联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道
路运输证，线路牌遗失，声明作废。
车 号 道路运输证 线路牌号
湘 AY0521 430100001151 022014
湘 AY0928 430100001341 022022
湘 AY0479 430100001167 022017
湘 AY0869 430100001145 022010
湘 A14969 430100001345
湘 A23642 430100001556
湘 AY0496 430100016002 022011
湘 AY0891 430100001148 022012
湘 A15165 430100001356
湘 AY0887 430100001163 022016
湘 A09792 430100001144
湘 AY0911 430100001096 022013
湘 AY0882 430100001154 022111
湘 A10881 430100001165

遗失声明
湖南点策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1 月 11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2MA4L2J25X8；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
032281401；遗失国税发票领
购本一本，编号 143010200000
0750；遗失已填开已作废湖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发
票联）5 份，代码 4300151320，
号码 03047481-030474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泰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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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
八一路 10 号天佑大厦 11 楼 1118 室。
联系人:严文德 电话 15308425662

遗失声明
长沙曌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年 1月 16日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240
00067173；遗失由宁乡县国家
税务局于 1 月 19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正本和遗失由宁乡县地
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以及副本，证号分别为：43
0124329354103，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九和咨询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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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18607330730

株洲英弗美逊汽车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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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 18607330730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长沙固美地坪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为保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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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459 号德
润园小区润怡苑 A区 15栋-102房。
联系人：汪花 电话 13908856980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煊和食品商行遗
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个体）
正本，许可证号 43010111983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海燕食杂店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正副本，税号：4301
24197105110029，声明作废。

■记者 潘显璇

长沙市民胡先生最近很是苦
恼， 自己每天都要使用的苹果手
机账号无故被黑， 导致手机被锁
死无法使用。事后，“黑客”还发来
邮件，向他索要解锁费。苹果公司
的售后人员提醒， 手机被锁是因
为用户个人信息泄露， 导致苹果
ID被盗，最好通过正规渠道解锁。

要解锁，先给钱

3月11日，胡先生忽然发现自
己的苹果手机出了问题， 苹果的
ID账户无法登录， 继而手机也无
法正常使用了，“我试着重启了好
几次，每次开机后，都会显示出手
机处于未激活状态。”同时，胡先
生的ipad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
况，胡先生以为是手机出了故障，
打算拿去维修。 考虑到故障跟ID
账户有关， 胡先生试着登录了一
下申请账户的邮箱， 发现邮箱里
收到了多封号称可以帮忙解锁手
机的邮件， 邮件里还留有QQ号
码。

随后， 胡先生加了对方的
QQ。“对方让我把ID报给他，然后
打款到指定的账户， 就会给我解
锁，费用高达1000元。手机一出
问题就收到了邮件， 哪有这么凑

巧的事。”胡先生意识到，自己是
遭遇黑客攻击了， 密码被恶意修
改。

气愤的胡先生没有妥协，而
是选择报了警。

提供购机凭证即可解锁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记
者在网上查询得知， 外地不少市
民也有过类似遭遇， 一些市民按
照QQ的指示汇款后，还会遭遇对
方第二次索要金钱。

3月15日，记者就此事去到一
家苹果手机维修点进行咨询。维
修人员表示， 最近已经有多个有
同样遭遇的市民来咨询这个问
题， 对方是通过破解用户的邮箱
账户密码后， 远程开启了手机丢
失模式，从而锁定了他们的手机，
并以此为要挟， 要求他们打款解
锁。要想解锁，用户要么从对方处
获取修改的密码解锁， 要么通过
官方渠道来破解。

随后， 记者拨打了苹果公司
的售后电话。工作人员解释，碰到
这样的情况， 公司官网提供两种
解决方案， 一是在官网通过当初
设置的账户密码和问题找回密
码； 二是提供当初购机时的票据
等材料，专业人员会帮忙解锁，但
需要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两种方
式都不收取费用。

3月15日，在社区O2O领域
表现亮眼的长沙云厨电商正式
对外宣布， 平台已获得5000万
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资方为
上海宝樾投资机构。 在此之前，
云厨电商曾于2015年获得了来
自加加食品投资的5000万元人
民币的天使轮投资，也是目前有
报道的国内最大的天使轮投资。

据了解， 虽然目前投资方
对待互联网项目投资处于谨慎
态度， 但上海宝樾还是看中了
云厨电商独创的“网格化
O2O+B2F”的电商模式。云厨

电商用“投资一万块，创业很
愉快”的方式，把终端网点开
进了社区， 解决了诸多电商
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痛点”，
并整合社区便利店和创业者
的热情，形成了众创平台。

数据显示， 云厨电商现
已拥有百万用户， 月交易额
达千万量级， 在长沙市完成
了网格化端口的布局及优
化。此外，该平台云厨在加加
食品旗下传统经销商的渠道
升级和自营品牌O2O营销拓
展方面取得了突破， 并将在

全国进行复制和扩张。
目前，云厨电商的合作伙伴

主要包括中粮等上百家著名品
牌，与厂家的直接合作从源头上
保障了产品的优质及低成本。

据云厨电商创始人陈光辉
透露，在稳固长沙市场电商客户
的同时，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公
司电商模式的对外扩张、品牌推
广以及完善社区服务体系。2016
年，云厨电商将向三四线城市快
速复制扩张，并帮助传统的快消
品经销商完成全面的渠道升级
和互联网＋转型。 ■记者 朱蓉

苹果手机被“劫持”：想解锁先汇钱
提醒：打钱解锁不可取，提供购机凭证即可免费解锁

苹果公司的售后人员提醒，用户一
定要保护好个人的账户信息，不要在使
用公共WiFi时或在陌生链接上输入Ap-
ple�ID及密码， 尽量在苹果官方网站开
启Apple�ID“两步验证”，牢记“恢复密
钥”，防止他人访问这个账户。此外，如

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可以将手
机中的“查找功能”关闭，
这样一来，不法分子就很
难远程控制手机了。

云厨电商完成5000万A轮融资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