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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盛德日新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5年 7月 1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11
0003336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玖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华荣，电话 13467601313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向荣服饰经营部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00年 5月 22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023F303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双和建设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6667203，账号：
43001532061052501785； 长 沙
市开福区社会保障管理中心核
发的社会保险登记证，社险湘
字 430105115045719 号；长沙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一
份，证件编号 A3104043010506
-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泉塘祥旭食品超市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21600253069；遗失食
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SP
430121125002777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富贵门门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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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电话：13723860539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花瀚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3961936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斌清大药房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5年 5月 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3010
56002926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泰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岳阳王家河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7
0001588801， 账 号 ：19076053
09100049829，声明作废。

声 明
户主徐文军名下 2016 年 5 月 23
日申领补发的户号：4301211
00151041 的户口簿，非户主徐
文军本人及授权补办，如发现
有利用此套户口簿办理任何事
物，请及时报警，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三号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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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卉 电话:13739097211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食品店遗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
11年 9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
0332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亿莱米展示展览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020925887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风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代表李胸放私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强遗失仲量联行测量师事务
所（上海）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2014年 9月 28日开具的装修保
证金收据 1 份，收据号码：0000618，
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百强汇汽配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副本，税号：
4301210904789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银雨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1年 5月 5日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
0111000120892(2-1)S,声明作废。

公 告
刘曼、李铁：
我会受理（2015）长仲字第 564
号的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高信支行与你们之间的借
款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作出裁
决。 现依法向你送达裁决书。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
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

公 告
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2015）长仲字第 362
号的申请人湖南多彩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的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作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送达裁决书。请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
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
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长沙乐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年 6月 26 日核发注
册号为 430111000078205 的营
业执照副本 1 号(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廷柱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岳麓区地方税务局
2011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税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 税 号 ：
4301045702888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宏波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为
433130600069937，特此声明作废。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高薪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18856922273 樊经理
邮箱：18856922273@163.com

安徽豪润投资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好项目 我出钱
按出资比例分红或项目等抵
押借款、面向全国大额投资。
高薪聘请驻地商务代表。

TEL：023-63300077
本 广 告 长 期 有 效

公告声明

信用卡办理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787284183

招商、理财咨询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便民搬家

招生 招聘

★大额资金寻各类项目，区域不限
★在（扩）建工程、房地产、矿业、旅游、
交通、农牧业、畜牧业，制造业、酒店、学校等

028-69292928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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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加盟商小投资，快回报，养
生馆 13657498063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 号湘域中央 1 栋 9 楼 911 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快取：教师会计学历职称医
护建筑药师 13332516331考证

公 示
尊敬的星尚公寓小区业主：

“星尚公寓”项目已进入售罄
办证阶段，所有车位已于 2015
年 11 月 18 号起对外销售。 目
前，根据实际停车位的面积以及
小区部分业主需要，有部分社
会公众需要购买我小区车位，
现我公司将根据该部分公众的
需求，拟办理以下车位转移登
记，具体明细如下：

尚未购买车位的业主如有异议，
请于 30日内与我公司取得联系，
电 话 0731 -85822837， 如 无 异
议，我公司将于 30 日之后办理
上述车位的产权转移登记 。
特此公示。

湖南华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1日

车位编号 车位总价
-120 120800
-121 120800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财险长沙市中心支公
司不慎遗失交强险单证号 161
0024341 业务联和财务联。 单
证号 1610024344 业务联、财
务联、公安交管部门留存联和
交投保人联。 该两份遗失编号
单证作废。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飞博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国税税务
局登记副本及湖南省长沙市地
方税务局地税副本，税号 4301
04320G1970X，声明作废。

福彩刮刮乐的队伍里又要
添新丁啦。一款名为“旺旺彩”的
动物题材刮刮乐新票将于6月1
日在我省隆重上市。“旺旺彩”既
取“旺财”之意，又取可爱小狗
“汪汪”叫的谐音。顾名思义，几
款不同“旺旺彩”票面上各有一
只不同的“汪星人”，好像是这群
萌萌的小家伙们不断地说：“带
我走吧！带我走吧！”

在游戏设计上，“旺旺彩”采用
“双玩法”设计。玩法一为传统的彩
民易于接受的对数字玩法；玩法二
则是“六钱三同”玩法，两个玩法区
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两个均不
复杂的玩法相搭配，使这款彩票更
加物有所值。“旺旺彩” 共设9个奖

级；每张彩票面值均为5元，均有7
次中奖机会，中奖面达33.33%，最
高奖金高达18万元。

众多可爱的小狗图片，易上
手的游戏玩法，再加上丰富的奖
级设置和超宽的中奖面，相信这
款“旺旺彩”彩票届时一定会让
主人您旺财！旺财！ ■肖小

福彩刮刮乐新票“旺旺彩”祝您旺财

本报5月31日讯 到2020
年，绿色建材在行业主营业务收
入中占比提高到25%，品种质量
较好满足绿色建筑需要，新建建
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
40%，绿色建筑中的应用比例达
到60%，试点示范工程中的应用
比例达到80%。省经信委和省住
建厅今天联合下发《湖南省促进
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评价标识行动
将实现质量可溯

“这些柜子看起来很漂亮，
只是我不知道质量怎样。”5月
31日， 万家丽家居建材广场正
在选家具的王娭毑向记者诉苦。

虽然我国目前的绿色建材
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还存
在很多问题。根据《实施方案》，我
省将开展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行
动，按照《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
办法》，建立绿色建材评价标识制
度。按照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
实施细则和已发布绿色评价技
术导则的建材产品，开展绿色建
材星级评价，并对外发布绿色建
材产品目录，积极参与建设全国
统一、开放有序的绿色建材市场。
另外，还将利用“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建绿色建材选用机制，疏
通建筑工程绿色建材选用通道，
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

九大行动
推动建材工业稳增长

除此之外，我省还将开展建
材工业绿色制造行动、绿色建材
评价标识行动、水泥与制品性能
提升行动、钢结构和木结构建筑
材料推广行动、平板玻璃和节能
门窗推广行动、新型墙体和节能
保温材料革新行动、陶瓷和化学
建材消费升级行动、绿色建材下
乡行动、试点示范引领行动等九

大行动，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
化和绿色建筑的发展。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开展形式多样的绿色建材宣
传活动，强化公众绿色生产和消
费理念，提高对绿色建材政策的
理解与参与，使绿色建材的生产
与应用成为全行业和社会各界
的自觉行动。
■见习记者和婷婷 记者肖德军

名词解释：绿色建材：是指
在全生命期内减少对自然资源
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
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
特征的建材产品。

五年后，新建筑中绿色建材要占四成
我省将实施九大行动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

即开票“旺旺彩”样票

本报5月31日讯 今日，德
勤中国长沙办事处正式成立。这
是德勤自1917年在上海成立首
家办事处以来， 在华设立的第
24家办事处。 算上先期进入的
安永，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
有2家在长沙设立机构。“长沙不
仅有扎实的建筑机械行业基础，
也有很多其他高速发展的行业。

通过进入长沙市场，我们将能更
好地为湖南‘走出去、引进来’开
放型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德勤
中国湖南主管合伙人袁丰表示。

据悉，德勤是全球知名的专
业服务机构，与普华永道、毕马
威、安永一起，被业内统称为全
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记者 杨田风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落户长沙

5月25日，参观者在国际现代建筑博览会上体验沈阳一家公司生产
的纸质楼梯。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