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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花垣县茶峒周全核桃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张周全 15367210248

◆雷彭超（父亲：雷李华，母亲：
彭清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F430297348，声明作废。

◆沈梦涵( 父亲:沈雷，母亲：姜
蛟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284392 ，声明作废。

◆廖博皓（父亲：廖杰，母亲：张
晓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K4308565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太阳红
土鸡土鸭饭店遗失郴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苏仙分局 2015 年 10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00360007230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涟源市众新嘉美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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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长聪
电话：13117488771

遗失声明
长沙周氏渔业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21MA4
L5W251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大地测绘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的正
本，注册号：43060258276244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顺源油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11月 2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430821085444
769T，声明作废。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姚艳毕
业证 138031201506111848 遗失作废。

◆尹思翰（父亲：尹金武，母亲：
张青梅）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973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天正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6 份，代码 4300151320，号码
01775271、01775272；代 码 43
00163320， 号 码 00653820、00
653821、00653822； 代 码 4300
164320，票号 07639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天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茶陵分公司遗失茶陵县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05 年 4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22410013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馨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75
8009738W）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阳城农家菜馆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3 年 10 月 22 日核发
注册号为 430103600213439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明尔康饮用水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副本 5510-00791453，
中国人民银行安乡支行核准号
J5581000064404，声明作废。

◆蔡如萱( 父亲:蔡庆，母亲：
汪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943004，声明作废。

◆欧阳文博（父亲：欧愿生，母亲：
许段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P430045514，声明作废。

◆王婵婵遗失湖南理工学院
南湖学院颁发的会计学专业、
本科、126581200905009537 号
（毕业证书号）毕业证书；及学
位证书一本，学位证书号：10
54342009004550，声明作废。

◆谌琪琪（43310120021229054X），
（父亲：谌伟 ，母亲：吴佩香）遗
失吉首市人民医院 2002 年 12
月 29 日出生签发的出生医学
证明，声明作废。

◆刘洁(母亲:周小玲 ，父亲:刘
小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44179 ，声明作废。

◆曹子译（父亲：曹书伟，母亲：
邓神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29498,声明作废。

◆李雷（父亲：李海兵，母亲：
唐大珍）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D430171472,声明作废。

◆蒋康乐（父亲：蒋海燕，母亲：
陈林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39640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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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春英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省高等教育自考毕业证，证号：
302317，声明作废。

◆陈春喜遗失太平洋交强险标
志，流水号 QJAW1608497111，
车牌：湘 A6662L，声明作废。

◆邓云兮(父亲:邓冰洋，母亲:
陈晨)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K430050402，声明作废。

◆王怡萱（父亲:王俊，母亲:雷凌
希）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780771，声明作废。

◆刘文龙(父亲:刘俊建，母亲:
卢佳梦）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140635,声明作废。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郝博遗失
报到证,证号：201610538100282，
声明作废。

◆李维（身份证号码：4325021994
04077622）考取的会计从业资
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吴辉遗失当代滨江苑购房
发票 4 张。 票号：20546450，
金额 ：11621 元 ；票号：2054
6506，金额：160000 元；票号：
20546519，金额 ：80000 元 ；
票 号 ：20546564， 金 额 ：56
0000 元，收据 1 张，票号：00
00352，金额 ：370 元，特此
声明作废。

◆李舟婧（父亲：李敏，母亲：
周欣怡）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052968，声明作废。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获
悉， 随着8国与卡塔尔断交，卡
塔尔航空对中国市场公布暂停
所有飞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埃及和巴林的航班。业界预计，
6月份有数千名中国游客受到
影响。 受影响最大的是热门旅
游地埃及， 卡塔尔航空往返埃
及的航线已停滞。

赴埃及的旅游团
受影响最大

某旅游平台6月7日表示，
由于航班停飞，将对于6月13日
后本月搭乘卡航赴埃及的旅游
团实施取消发团， 涉及的数百
名游客可以无损失退订或者改
到其他线路出行。 但我国游客
不需要过度担心， 除了卡航停
飞的四国航班以外， 中东非洲
以及马尔代夫等目的地线路，
目前不受影响， 包括暑期在内

都可以正常预订、出发。
记者查询发现， 针对中国

市场，卡塔尔航空官方网站6月
6日发布“旅游警告”：卡塔尔航
空已暂停所有飞往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的航班，直
到进一步通知。我们为所有已购
买受影响航班的乘客提供多项
选择，包括将未使用的机票全额
退款，免费重新订票到卡航网络
内最近的替代目的地等。

据了解， 卡塔尔航空多次
获选“全球最佳航空公司”，近
年来以多哈国际机场为基地，
力推亚欧、亚非中转航线，也吸
引了大量中国旅客。 我国部分
出境游旅行社使用卡塔尔航空
经多哈转机去埃及的航班，受
此次停飞事件影响最大。

对中国出境游的影响有限

随着断交和停飞事件扩

大， 游客去中东非洲旅游是否
受到影响？

“我国游客不需要过度担
心， 只要行程中不涉及卡塔尔
航空到这四国的航班， 就不受
影响。 目前国内赴中东非洲的
大部分航班都正常， 也有多家
航空公司有直飞或者转机航线
飞往这些国家， 包括卡航的中
国到多哈段在内， 国内直飞中
东的航班基本上不受影响。从
在线产品看， 中东非洲以及马
尔代夫等目的地线路， 包括暑
期在内可以正常预订、出发。”某
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业内专家分析， 中东非洲
在我国出境游市场中占比不
高， 加上国内外航空公司开通
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航班， 选择
性增加， 因此预计此次断交和
卡航停飞风波对中国出境游的
影响有限。

■记者 梁兴

据该公寓民宿预订平台工作
人员介绍， 近年来兴起的别墅轰
趴馆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或别墅
区楼盘，长沙的美洲故事、托斯卡
纳、金科东方大院、星语林汀湘十
里、 碧桂园威尼斯城等小区都有
别墅轰趴馆聚点。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旅游平台
进行了搜索，据不完全统计，在长
沙运营别墅轰趴的机构或公司就
有近10个， 既有全国性的连锁品
牌，也有本土创业公司。业内人士
表示， 因为经营别墅轰趴馆的门
槛低，这两年来大量创业者涌入，

初步估计长沙的别墅轰趴馆已超
过百栋，竞争非常激烈。

长沙哈哈派别墅聚会的经营
者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几名在
校大学生，目前经营着8套别墅。“长
沙别墅轰趴馆越来越多，竞争非常
激烈，去年一到周末基本上是一墅
难求，但是到了今年，周末有时都会
出现一些别墅空闲的状况。”

业内人士分析， 随着别墅轰
趴馆这一市场的日益成熟， 客流
量必然会流向环境优越、 服务好
的品牌运营机构， 这个行业很可
能会出现洗牌。

别墅轰趴馆走红 年轻人是消费主力
人均消费低 可在别墅里K歌、看电影、玩桌游和体感游戏、做饭

“农家乐以前去过不少，别墅
轰趴倒是挺新鲜的。”最近，长沙
理工大学15级桥梁卓越班的班级
聚会就选择租了套别墅， 大家在
里面K歌、看电影、玩桌游和体感
游戏、做饭。

这样的聚会方式叫“别墅轰
趴”， 近两年开始在星城走红，受
到众多白领、学生的追捧。不过，
由于门槛较低，众多创业者入局，
目前长沙别墅轰趴馆的市场竞争
已颇为激烈。

大学生聚会流行玩别墅轰趴

“别墅轰趴里面的娱乐休闲
设施不少，有KTV、桌球室、乒乓
球台、迷你足球场、厨房等，大家
玩得挺尽兴的。” 长沙理工大学
15级桥梁卓越班的张吉利介绍，
5月份， 班上33位同学搞了个别
墅轰趴， 租别墅花了2000元，购
买了1300元的做饭食材和零食，
另有800元的包车费， 算下来人
均消费不到125元， 算是比较实
惠了。

长沙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承接和策划各类班级、社
团等团体活动， 进驻了长沙市多
个高校。公司负责人孙鹏介绍，别
墅轰趴这两年开始在高校流行。
今年以来， 公司每个月都要为十
余个班级提供包括预订、 交通出
行等内容的别墅轰趴方案， 目前

别墅轰趴的接单量已经占到公司
整体业务量的三成左右。

年轻人是消费主力军

记者了解到，别墅轰趴的主
要服务项目包括同学聚会 、在
校学生的班级聚会、朋友聚会、
生日聚会、私人派对、公司年会
等， 既有娱乐设施， 也可以做
饭、住宿。

多家别墅轰趴的经营方告诉
记者， 来参加别墅轰趴的大多是
年轻人， 其中又以白领群体和高
校学生居多，“年轻人喜欢新鲜的
事物，也喜欢新潮的东西，别墅轰
趴不论是装修还是娱乐设施，都
走时尚路线。”

同时， 别墅轰趴馆也有明显
的淡季和旺季， 旺季是4-6月以
及9-10月，平时则是周末的时间
段会比较紧俏。值得一提的是，临
近毕业， 参加别墅轰趴的学生团
体会格外多。6月6日，记者电话咨
询了多家大型别墅轰趴馆， 据他
们透露，从5月中旬开始，大四学
生的聚会就慢慢多了起来。

价格方面， 某公寓民宿预订
平台给出的大数据显示， 目前长
沙的别墅轰趴馆价格集中在
1800-2800元之间，非节假日、周
末时间段会有一定的折扣。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安可 黄灿

市场分析 大量创业者涌入导致竞争激烈

卡航公布停飞影响数千中国游客
专家：中东非洲在我国出境游市场中占比不高，影响有限

近两年别墅轰趴星城走红，在别墅内可打台球、K歌、做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