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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受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委托，现对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
限公司46%的股权进行公开拍卖。株洲拍卖有限
公司定于 2016年 5月 26日 10:00�时在株洲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楼 1号投标厅对标的依法
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株洲市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有限公司 46%的股权， 该公司成立于
2004年6月23日， 住所为株洲县禄口镇象石
村大毛坪组，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佰万
元整， 其中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持有 46%
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46%），公司经营范围：凭《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年 7月 9日）
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4年 9月 19日） 从事农药废
物、有机溶剂废物、废乳化液、精（蒸）馏残渣、染料涂
料废物、有机树脂类废物、废有机溶剂的处置。公
司股权结构： 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法人股
本46%， 仇胜强个人股本41%， 袁章青个人股本
5%，颜爱武个人股本5%，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工
会法人股本3%。 根据湖南艾普瑞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湘艾普瑞（2015）评报字第080号评估报
告书，以 2015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株洲市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1347.56万元。 目前，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
院持有的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46%
的股权， 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株洲
市人民政府批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株洲市财政

局核准和备案。 株洲市环境保护研究院持有的株
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46%的股权；参
考价：619.88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二、 展示标的时间及地点：2016 年 4 月
27日至 2016年 5月 25日， 在株洲拍卖有限
公司标的物现场展示。

三、 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 竞买人应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 16:00 前（到账为准）将竞
买保证金汇至指定账户，账户名：株洲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建行株洲市电力支行；账号：
43001502362050000520(保证金以到账时间
为准)， 持银行回单及银行资信证明和有效身
份证明及复印件到株洲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
买报名手续。

四、特别事项说明：1、意向竞买人须为具有
独立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2、 意向竞买人须承诺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3、意向
竞买人须承诺商誉良好，无重大不良行为记录、
逃漏税行为、 重大行政处罚、 严重违规开发行
为，没有重大被诉案件。 4、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其他条件。 5、根据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技术改造
项目的批复（株发改核[2015]11号）文件，技术
改造项目总投资为 922.5万元。 拍卖成交后，买
受人缴清全部拍卖成交款后， 另需按照持股
46%比例提供对等额度的资金支持技术改造项
目。 6、标的物转让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委托人协助办理股权变更手续；7、
标的当事人、 优先购买权人应于拍卖会当日到
场， 如有意参加该标的竞买应按规定办理竞买
手续，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五、拍卖标的相关情况、瑕疵及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联系方式：株洲拍卖有限公司地址：
荷 塘 区 新 华 东 路 61 号 , 联 系 电 话 ：
0731-28417878、13907330582�工商监督电
话：0731-28817357

其它需披露的事项详见湖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 www.hngzzx.com、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www.zzztb.net、 株洲拍
卖有限公司网 www.zzpaimai.com。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株洲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有限公司 46%的股权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同方光电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份（已作
废），发票代码：4300124140，
发票号码：00299581、00299583，
声明作废。

长沙鼎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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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新
安安置小区 11栋 1单元 201 房。
联系人: 鲁文星 15211222860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湘阴县三凯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号
32053798 -2）和税务登记证
（税号 43062400002038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胜恩仪器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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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787253412李胜

遗失声明
长沙唐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8544104-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搜索传媒(湖南)有限公司
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隆回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以下合格证：
LJVA34D9XGW003128、
LJVA34D96GW002431、
LJVA34D98GW002429、
LJVA34D96GW002428、
LJVA34D97GY002099、
LJVA34D97GW002437、
LJVA34D92GW002426、
LJVA34D97GY002104、
LJVA34D98GW002432 、
LJVA34D93GY002097、
LJVA34D9XGW002433、
LJVA34D97GW002430、
LJVA34D91GW002434、
LJVA34D91GY002096、
LJVA34D91GY002101
特此声明作废。

无名氏 16022006，
男， 约 6 岁， 身高
1.2左右。 上穿灰白
相间毛呢大衣，下
穿土黄色棉布裤
子， 红蓝相间运动

鞋，喜欢模仿别人动作，语言
沟通有障碍， 面部无明显特
征，疑似智力障碍。 2016 年 4
月 20日由群众送往圭塘派出
所，派出所寻亲未果后于当日
转送我站。 如有知其情况者，
请与长沙市救助站联系。
电话 0731-84155110。

寻人启事

注销公告
长沙亚之峰轻工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清算并注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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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亚峰 电话:13618482455

遗失声明
飞行家投资管理（长沙）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天际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银行浏阳支行一般户预留
公章（账号：80006143080901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晨辉牲猪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日起 45日内向合作社申
请债权。 逾期视为弃权。 联系
人：谭富生，电话：13807418631

撤销公司合并公告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岳阳泰顺商贸有限公司、
岳阳何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年 2月 2 日在三湘都市报
刊登的公司合并公告， 因各公
司原因未达成一致， 现撤销该
公司合并公告。
联系人：周湘丽
联系电话：0730-8278057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6年 4月 25日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
有限公司与岳阳泰顺商贸有限
公司的合并协议， 湖南新泰和
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岳
阳泰顺商贸有限公司， 岳阳泰
顺商贸有限公司解散注销，湖
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存续， 岳阳泰顺商贸有限公
司的债权债务由湖南新泰和绿
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为
保护合并各方面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合并各公司的债权
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周湘丽
联系电话：0730-8278057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6年 4月 25日

遗失声明
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华洋星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
份 ,代码 143001520660,号码 01
857862,金额 828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梅花电力器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合同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揽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409910946X,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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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
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务院法制办、 国家标准委
等10部门《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 开展信息惠民试点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提出要加快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 深入实施信
息惠民工程，构建方便快捷、
公平普惠、 优质高效的政务
服务体系。

政务服务
“一号一窗一网”

《方案》明确了三方面重
点任务。 一是简化优化群众
办事流程。 全面梳理涉及群
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以
公民身份号码作为唯一标
识， 形成居民个人电子证照
目录，建设电子证照库，推动
群众办事的“一号”申请，实

现“一号”为居民“记录一生，
管理一生，服务一生”。二是
改革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以
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
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为支撑，
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窗
口受理、一平台共享、一站式
服务”， 逐步实现就近能办、
同城通办、异地可办。三是畅
通政务服务方式渠道。 整合
各部门孤立分散的政务服务
资源，拓展“互联网+政务服
务”渠道，构建群众办事统一
身份认证体系， 推进群众网
上办事“一次认证、 多点互
联”，实现多渠道服务的“一
网”通办，同时做好政务服务
个性化精准推送， 为公众提
供多渠道、无差别、全业务、
全过程的便捷服务。

80个试点城市
两年实现目标

在面向公民服务方面，

困扰基层群众的“办证多、
办事难” 现象仍然大量存
在，“证明我妈是我妈”等各
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屡见不鲜，群众办事“多头
跑、重复跑、跨地跑”问题仍
然层出不穷，给群众带来诸
多不便， 已成为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绊
脚石”。

《方案》提出了“两年两
步走”的实施步骤，以80个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为
试点单位，通过两年左右时
间，实现“一号一窗一网”的
目标。2016年， 在试点城市
内基本实现政务服务事项
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2017年，初步实现
各试点城市间政务服务跨
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协同，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80%以
上可在网上办理。同时形成
可复制的经验，逐步向全国
推广。

■据新华社

为有效提升盗窃案件的查处率，浙江公安边防总队温州边防支队陆续
启用电动自行车定位追踪仪、“e居卡”等新型警用装备，有效预防和遏制辖
区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图为4月26日，边防民警操作电动自行车定位追
踪仪。 新华社 图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26日
表示， 前些年有人把陈化粮直接等
同说成“毒害粮”，这是不正确，也是
不科学的。库存的粮食是否有毒、有
害主要是看黄曲霉毒素、 呕吐毒素

等是否超过了国家的卫生安全标
准。 这些真菌毒素的产生主要是受
储存温度、湿度等环境的影响，与储
存时间的长短、 是不是属于陈化粮
食没有直接关联。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
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
见》26日对外发布。 意见提出，到
2020年， 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产业迈
向中高端水平，自主创新和科研成果
转化能力大幅提升； 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新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发展同步；资源枯竭、产业衰
退地区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此
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
区实现全面振兴，成为全国重要的经
济支撑带。 ■据新华社

电动汽车最重要的部件
是动力蓄电池。 科技部部长
万钢26日说， 今后五年要努
力把动力电池单位能量密度
提高一倍， 把制造成本降低
50%； 使单位电池能量达到
300瓦时以上的同时，成本降
至1元以下。

据了解， 随着我国对动
力电池研发的不断投入，动
力电池的效率不断提高、成

本持续下降。与2011年相比，
2015年的动力电池单位能量
密度已经提高了一倍， 制造
成本降低了30%。

“无论从能源、 环保，还
是汽车产业自身发展来看，
汽车行业的未来都指向着新
能源方向。”万钢说，我国能
源结构的调整为新能源汽车
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 相关
法规为汽车行业提出的降耗

要求也推动着产业向新能源
方向转型。

近年来， 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中汽
协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
全国新能源汽车生产62663
辆，销售58125辆，而2011年
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
量不足5000辆。

■据新华社

国办转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惠民试点方案 基本公共服务超八成网上办理

80城试点政务服务“一号一窗一网”

万钢：5年将动力电池制造成本降一半

治安防控用上新装备

国家粮食局:陈化粮不等于毒害粮

2030年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