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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专业梁磊
遗失专科毕业证书，证号 :12
0551201406002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辉遗失岳阳地税局 2015 年 4
月 3 日核发的地税登记证正副
本:43060219830227151101，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华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红霞，电话 13762000070

遗失声明
岳阳市三汇砂石有限公司遗失
岳阳地税局 2015年 3月 24日
核发的地税登记证副本，证号：
4306023294378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朝颜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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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又华，电话：13786103394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海丹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章、私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李春燕遗失万国城 3期 E056，
500元车位收据 0002521，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纯味餐馆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6 月 14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税 号 4301231973101412
82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
00162320号码 054447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春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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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四元，电话:13975813420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鸿辰生态农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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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箫，电话:13973148662

◆鲍传新 342401198001294915 遗
失富基世纪公园诚意金收据，
编号 8013445，金额五千元，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多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6年 9月 1日核发注
册号为 914301055870127715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德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核
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1 号
（S）， 注 册 号 4301050001492
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弘森环保纸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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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征兵，电话：18374936666

遗失公告
龙山县天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龙山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5年 11月 2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33130MA4
LlGNP3C，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宁乡恒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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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青,电话 13367311777。

注销公告
长沙振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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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青莲,电话 13875880388。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巴德士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4 月 1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333851324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海时尚主题系列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1张,发票代码:4300163320，
发票号码:017887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恒骏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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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明,电话 13618408598。

◆周正龙遗失二代身份证,号码
432524199601053417,声明作废。

◆钟海毓，431103200009190915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彭景耘遗失特百惠开具的长
沙朝阳专卖店押金条一张，金
额：5000元，声明作废。

◆罗志岗遗失五矿建设(湖南)
嘉和日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1-612房款和代收费用收据，
凭 证 号 码 :3532813、1103425，
合计金额 24322 元，声明作废。

◆杨海军遗失湖南城建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书编号：1304
41201006002107，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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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丹遗失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
术学院广告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编号 126601201405001625 及
学士学位证书，编号：1266042
014000923，声明作废。

◆邓鹏遗失当代滨江 11栋 1420
房购房票据（票号 0002243，00
02242，0002441），声明作废。

◆邓鹏不慎于 2016年 10月 28日
遗失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 4305
231988120836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胜品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
章（梁伟杰），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朗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张炎华，
联系电话：13187316962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友达清洁服务部
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遗失单证 165远程
保险单 686 份中不连号 60份如下：
100000337482165、100000338669165
100000339321165、100000339856165
100000339963165、100000340070165
100000342123165、100000342337165
100000342444165、100000342658165
100000346968165、100000347834165
100000348369165、100000349556165
100000350198165、100000350208165
100000350315165、100000350529165
100000352144165、100000352679165
100000352786165、100000353117165
100000353438165、100000355053165
100000355919165、100000360015165
100000361844165、100000361951165
100000362710165、100000362817165
100000362924165、100000363566165
100000363673165、100000363780165
100000365288165、100000365405165
100000365619165、100000365726165
100000365833165、100000365940165
100000366047165、100000366154165
100000366261165、100000366368165
100000366475165、100000366582165
100000366689165、100000366796165
100000366806165、100000366913165
100000377255165、100000377362165
100000378763165、100000378870165
100000380271165、100000380816165
100000381565165、100000381779165
100000381886165、100000382538165
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遗失单证 165 远程
保险单 686份中不连号 58份如下：
100000384912165、100000385019165
100000389757165、100000391051165
100000392666165、100000394388165
100000394505165、100000394826165
100000394933165、100000396762165
100000398270165、100000400965165
100000401072165、100000401179165
100000402152165、100000402259165
100000409809165、100000409916165
100000411959165、100000417456165
100000417563165、100000418429165
100000422194165、100000422846165
100000423381165、100000427477165
100000431894165、100000431904165
100000433295165、100000433305165
100000433412165、100000459710165
100000462181165、100000462288165
100000463689165、170005392361165
170005394735165、170005395591165
170005396350165、170005402713165
170005402820165、170005403569165
170037886933165、170037891671165
170037891992165、170037892002165
170037892965165、170037906761165
170037919915165、170037943839165
170067430117165、170067430224165
170067430973165、170067431080165
170067432053165、170067432374165
170067432481165、170067436898165
105小额贷款借款人保险授权委托书暨
投保单 16份如下：000387837655105-
000387838521105、000387832917105、
000387843259105、000387843366105、
000401360642105、000401367326105、
000401369797105，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国际对外经济合作服务
中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6年 11 月
1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徐沐阳
电话:0731-84773336

遗失声明
湖南乐思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百秀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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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跃波，电话 18908483838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根据 2016 年 10 月 31 日长沙正泽
农机维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700 万
元减至 105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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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正强，电话：13347213888

遗失声明
湖南众易鸿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领购簿一
本，税号:4301053384156
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中创酒业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年 5月 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16
00394241，声明作废。

湖南湘江新区市政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委托北京中咨华宇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 该项目位于湖南湘江
新区， 主要针对湘府路（河西
段）、潭州大道（原坪塘大道）建
设的一条绿色、立体、便捷、快
速的交通通道。 建设路段包括
东西、南北两个方向，东西向包
括湘府路湘江大桥西岸引桥段
至周家湾路、 南北方向包括罗
家嘴立交（含罗家嘴立交桥的
改造）至连塘路。 建设内容包括
地面道路、 桥梁、 地下结构工
程、综合管线、绿化及相关附属
设施。项目简本已于网站（http:
//www.hnkctesting.com/news/
276.html）公示。 也可发送邮件
寻要该简本。
建设单位： 湖南湘江新区市政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
工 联系电话：0731-86458252
环评单位: 北京中咨华字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10-87162828-776
电子邮箱:lmybjzzhy@126.com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改造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现在来店里看车的人
变多了， 成交量也有所好
转。”在4S店工作的周森斌越
来越觉得， 和去年汽车销售
的不景气相比， 今年长沙的
车市开始出现回暖迹象。在
与同行探讨交流后，他认为，
原因在于一方面今年汽车的
市场需求增加了， 另一方面
跟4S店频繁的促销活动不无
关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
发布的数据刚好印证了周森
斌关于“车市回暖”的感觉。
今年 9月， 国内汽车产销
253.1万辆和256.4万辆，环比
增长26.8%和23.5%，同比增

长32.8%和26.1%。1-9月，汽
车产销1942.2万辆和1936.0
万辆，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3.3%和13.2%。而据海关汽
车进口数据，今年8月，进口
车销量同比增长9.9%， 成为
进口汽车市场在经历寒冬后
实现的连续两个月正增长。

汽车回暖不仅体现在汽
车产销数据上， 同时也反应
在汽车经销商的经营利润
上。 据盖世汽车研究院的相
关统计，12家汽车经销商上
市企业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合计实现了2084.14亿元，同
比上涨了4.9%， 净利润也实
现了同比上扬。

车市现回暖迹象，销量、净利均上涨 SUV市场份额迅速攀升

车企争相推新款，SUV为何受宠
“最近汽车销售情况不错， 尤其是

SUV车型越来越受欢迎了。”10月31日，
长沙某4S店市场部经理吴怀化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长沙汽车消费市场出现回暖
迹象，其中SUV的整体销量一如既往地保
持高速增长。

记者注意到，正是看中了这一火爆市
场，不少车企纷纷赶着上市自己的SUV新
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已经
或预计上市的SUV新车就有50款。

“基于需求市场等情况，我们提
前了新车上市的时间。”10月19日，
在东风标致4008北京品鉴会上，厂
家相关负责人表示， 原本计划明年
初上市的一款SUV新车型已决定赶
在今年上市推出，并于10月21日正
式启动新车预售。 随着SUV市场的
持续火爆，其实今年以来，国内很多
车企都纷纷抓紧推出自己的SUV新
车型。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
年已经或预计上市的SUV新车就有
50款。

在湖南车企中， 以“SUV世
家” 著名的广汽三菱今年更是顺
势推出了国产欧蓝德， 并赢得了
很好的市场反响； 长丰猎豹也开
始从越野车逐渐向 SUV车型转
换，今年也推出了CS10新车；早在
今年初，众泰也曾表示，将在长沙
工厂推出一款SUV车型， 后续该
基地还将推出新能源动力的更多
SUV车型；今年4月，总投资35亿
元的吉利新能源SUV项目在湘潭
开工建设， 并预计将于明年年底
建成投产。

在国内SUV市场风生水起之
下，不仅有自主、合资的低中高端品
牌在角逐， 更有世界超豪华汽车品
牌参战， 计划或已推出自己的首款
SUV。其中，玛莎拉蒂和宾利就推出
了新SUV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向好的
汽车市场上，SUV的销量尤为
抢眼。数据显示，在狭义乘用车
市场中，SUV的市场份额已经
从2012年的15%迅速攀升至
2016年上半年的37%， 其中增
加的市场份额均来自于轿车板
块。而今年9月，国内SUV市场
一如既往地实现了高速增长
趋势，且同比增长53%，超过了
8月42.3%的增幅。

“我们对面是一家以SUV
为主打车型的4S店， 经常看到
有板车停靠在他家门口下货，
在附近几家汽车4S店中就属他

家销量最好。”在长沙市天心区雀
园路汽车6S街区当保安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我们的销售情况确实
不错。”该4S店市场部经理吴怀化
证实并解释说， 由于近年来大多
数车型销量都在同比下跌，SUV
却不断刷新奇迹， 所以他们在销
量上比其他店更有优势。

为什么SUV越来越受欢迎？不
久前刚成功升级了自己的出行座
驾、 换了一辆SUV的市民胡先生表
示：“SUV空间大、视野阔，不但耐用，
通过性也很好。 有这个经济条件，当
然会选择SUV了， 以后自驾出游也
很方便、实用，出行会更舒服。”

SUV受捧，市场份额迅速攀升

车市回暖，销量、净利均上涨

争推新款，SUV扎堆上市

■记者 胡锐

“
今年以来，SUV颇受市场欢迎，销量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