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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嘉禾县振兴农业专业合作社遗
失嘉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月 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副本，证号 9343102
4MA4L1JNG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蒿塘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91430300MA4L28D339）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睿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6 年 5 月 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
MA4L44Q87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凯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醴陵市工商局 2009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281NA0000
75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欧派室内套装门专卖店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525000674201，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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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飞，电话 18286476084

注销公告
长沙县荣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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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然 电话：15173150143

公 告
沈军（塞纳枫情）商户：
因您方长期不营业已根本违约，
故我司通知与您解除 2016 年
6月 21日签订的编号为 7051#、
7026#《租赁经营合同》。

长沙喜盈门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润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株洲华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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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燕，电话 13077049936

◆夏稻丰遗失湘 F4D853 道路
运输证，编号岳 43062120057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玮遗失保利西海岸 A7-902
购房收据；收据号：0008848，
金额：50000 元。 声明作废。

◆易壮志遗失警官证，警号：
1915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致诚商务协作有限公司
遗失岳阳县税务局核发的地税
登记证副本，证号 43062156594
093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5659409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结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花垣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12 月 24 日核发 433124N
A000104X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 2017 年 6 月 7 日湘乡吾山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 万
元减至 10 万元，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电
话:18073298924,联系人:何红雨

遗失声明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34
172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迪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代 码 ：914301023957805
49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代 码 4300171320， 号 码 0046
5850， 金额 56100 元，声明作废。

◆常敏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证
（105421201202000394），声明作废。

◆张英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证号：43021919781016652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姚爱华米粉店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 2 份，代码 1430016101
28 号码 17174551、1717455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大锅饭餐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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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尚权，电话 13332591588

◆肖莓遗失 2014 年 5 月 16
日收据一张，收据号 0000466，
金额 15000 元，声明作废。

◆王宸晨（父亲： 王本博，母
亲：陈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30351339，声明作废。

◆阳胜彬（父亲：阳超，母亲：程
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115895,声明作废。

◆余伟（父亲：余光辉，母亲：程
彩云）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Q4305593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君硕信息服务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5 年 9 月 2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11MA4L111
N6B，声明作废。

◆胡峻恺（父亲：胡超，母亲：左
美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K430283931，声明作废。

◆彭玉贤（父亲：彭志伟，母亲：
谭艳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835552，声明作废。

◆郭佳豪（父亲：郭成君，母亲：
文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970281，声明作废。

◆刘妍熹（父亲：刘迪，母亲：
谭晴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1729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湘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沅
江客运分公司遗失湘 H92620
的班线牌，班线牌号：70275,
线路：共华至宪成，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隆回县春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2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戴厚平 18274438950

减资公告
隆回县昱耀新能源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资本 1800 万元
减至 200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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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阮小年 13975917826

遗失声明
新宁县中兴肉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新宁县地税局核发地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
4305286685620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荣华贸易有限公司经投
资人决定拟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荣明，17375174051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中兴工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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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罗晖 电话：13875846102

◆蒋华君遗失身份证，签发机
关:衡南县公安局，身份证号:
4304221981062700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仁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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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志高，电话 13974023688

遗失声明
湖南省树人湖笔有限公司不慎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7 月 2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 430111000334877；组织
机构代码证 34479111 -7；税
务登记证号（国）4301113447
91117；税务登记证号（地）
4301113447911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醴陵市琪鑫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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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燕，电话 13974124550

注销公告
长沙科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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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民，电话 15399753567

注销公告
湖南省飞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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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霞，电话 18673110507

◆唐嘉熙（父亲：唐文广，母亲：
刘济霖）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O430692503，声明作废。

◆李易鹏（父亲：李元友，母亲：
易鑫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13702,声明作废。

◆湖南师范大学董慧子遗失报到
证 200910542202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隆达商业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 年 6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38
10000094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禾青锑品冶炼厂遗失
冷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7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副本， 注册
号 43138100000735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新崛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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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美，电话 15084791308

◆谢梓睿（父亲：谢静，母亲：阳
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11296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康乐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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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粮源，电话 18973394949

◆易宇晨（父亲：易均林，母亲：
陈玉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38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吉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蓝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127MA4L10GD7M,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旭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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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东，电话 15388910777

遗失声明
卜伟明遗失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产品 B 证，号码为 4313702418、
4313702419、4313702447、
4313702500、4313647055、
4313647056、4313647057、
4313647058、4313647060；
遗失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 B
证，号码 4305103506，声明作废。

◆周若怡（父亲:周静、母亲:
艾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982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韩依美社生物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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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霞，电话 18573310088

遗失声明
蓝山县都市铭匠家居有限公司遗失
蓝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1 日核发 431127000009831 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态度服装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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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红，电话 15116433332

注销公告
湖南亨睿通运房地产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全体合伙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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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亨，
电话 13874929729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记
者从财政部官网了解到，2017
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
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于
6月10日（即本周六）发行。此次
国债发行是自去年5月以来收
益首度上调，其中3年期国债年
化收益从3.8%调到3.85%，5年
期国债年化收益从4.17%调整
到4.22%。这意味着长沙市民以
10万元本金购买两期国债，累
计到期收益分别为11550元、
21100元，比4月发行的同期国
债累计到期收益分别高出150
元、250元。

6月国债扩容
额度增加60亿元

从今年4月开始，不论是凭
证式国债，还是电子式国债，最
大发行总额均有上调。 此次也
不例外， 两期国债最大发行总
额从去年同期的400亿元增加
到460亿元。

公告显示， 两期国债均为
固定利率、 固定期限品种。其
中，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
率3.85%， 最大发行额230亿
元；第二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
率4.22%， 最大发行额230亿
元。

两期国债发行期均为2017

年6月10日至6月19日，2017年
6月10日起息，每年6月10日支
付利息， 分别于2020年6月10
日和2022年6月10日偿还本金
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7家银行开售
在家也可购买

哪些银行可以买到国债？
财政部公布的国债承销团成员
名单显示， 长沙共有工行、农
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
行、中信、兴业、浦发、招商、民
生、广发、光大、华夏、平安、北
京、 恒丰银行等17家银行接受
市民的国债认购申请。

此次发行的为电子式国
债， 不同于凭证式国债只能通
过柜台购买，电子式国债既可以
柜台购买， 也可以通过网银购
买。电子式国债可以减少市民清
早排队等候之苦，但也变相加大
了柜台购买国债的难度。

湖南银行业人士提醒，由
于国债有其稳定的客户群体，
加之部分银行理财客户出于资
产配置、 规避风险等原因回归
国债，2017年国债可能仍然靠
抢。不过，市民在购买国债前可
巧用电子银行渠道购买， 国债
发售前提前开立网上银行账
户、国债托管账户，既可节省时

间，也能更快抢到额度。

利率上调
买10万或多赚250元

自去年5月开始，国债收益
三度“降息”。其中，三年期国债
票面年利率从4%调到了3.8%，
5年期国债从 4.42%调到了
4.17%。

根据财政部公告，此次国债
发行是自去年以来收益首度上
调，3年期国债年化收益从3.8%
调整到3.85%，5年期国债年化收
益从4.17%调整到4.22%。

国债收益上调， 对市民而

言， 最直观的影响是能多赚点
白菜钱。

以今年4月发行的电子式
国债为例， 长沙市民分别购买
10万元3年期、5年期国债，对应
的年化收益为3.8%、4.17%，每
年可获利息为 3800元、4170
元，累计到期收益为11400元、
20850元。

而同样以10万元本金购买
本次发行的两期国债， 每年分
别获得的利息为3850元、4220
元，累计到期收益为11550元、
21100元， 二者收益分别相差
150元、250元。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白舒惠

基金资讯

景顺长城沪港深
领先科技基金今日发行

科技创新引领高成长， 估值回
归配置正当时。景顺长城基金将于6
月8日起正式发布聚焦科技行业的
基金新品———景顺长城沪港深领先
科技基金。据了解，景顺长城沪港深
领先科技基金作为一只专注科技主
题的股票型基金，将保持80%-95%
的股票仓位， 覆盖A股和港股通标
的港股。在行业选择方面，基金重点
挖掘计算机、传媒、通信、电子、医
药、汽车、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先进
科技行业的投资机会。 ■黄文成

“加息”又扩容， 6月国债10日开抢
共17家银行发售，不必去网点排队，通过网银可在家购买

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显示，5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0536亿美元， 较4月底上升240亿
美元，连续第四个月出现回升。分析
认为，5月美元指数震荡下跌，欧元、
日元对美元汇率均不同程度上涨，
粗略估计， 仅非美货币升值对外储
贡献达190亿美元左右。同时，美国、
欧元区10年期国债价格上升也对外
储有一定贡献。 ■据新华社

外汇储备规模
连续4个月回升

电子式国债无需去银行网点排队抢购，在家通过网银就可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