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粮鸿云“爸爸的童话山”焕新开园。

上周末，长沙中粮鸿云“爸
爸的童话山”焕新开园。一场属
于孩子们的森林亲子运动会，
在7万平方米的森林童话乐园
中欢乐上演。接下来的4个周末
不间断，7大童话主题场景、46
项儿童游乐设施， 更有森林音
乐剧、 炫酷荧光跑等趣味好玩
的项目，等你来嗨！

“平时没有和孩子进行很
好的互动， 这次带他过来玩得

很开心。”市民钟先生一家共同协
作， 齐心协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游戏项目， 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周
末时光。树屋、沙坑、草坪、攀岩
壁、蹦蹦床……“爸爸的童话山”
上人潮涌动，一片欢声笑语。一个
周末近万人次的涌入， 有赖于前
期高标准的建设和科学的组织引
导，现场秩序井然。

中粮鸿云项目负责人聂正武
透露， 作为社区配套的各式游乐

设施都已全新升级， 夜光跑道等
新增的场景下阶段也会陆续和大
家见面。

中粮社区原生童乐公园焕新开放 亲子活动嗨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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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白沙湾家庭农庄遗失由
长沙市望城区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7 月 7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为：430122399
692845；特此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长沙市报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号为 430193000063314，原
于 2016 年 4 月 9 日在《三湘都
市报》 第 A06 版上刊登清算公
告， 告知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有
关的债权人可申报债权。 现经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股东会
研究， 决定解散清算组， 终止清
算，公司继续经营活动。 特终止公告，
长沙市报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时在湖南省公
共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岳阳
市分公司公开拍卖公车 5 台:

一、标的情况:(1)湘 FC5336
别克 SGM6527AT 小型普通客
车, 注册日期:2008 年 9 月;(2)湘
F00429 奥迪 FV7241CVT 小轿
车, 注册日期:2008 年 5 月;(3)湘
F8QQ77 桑塔纳 SVW7182HQi
小轿车,注册日期:2008 年 11 月;
(4)湘 F25761 桑塔纳 SVW7182
HQi 小轿车,注册日期:2008 年 9
月;(5)湘 F94851 桑塔纳 SVW71
82CQi 小轿车,注册日期:2007 年
11 月。

二、咨询展示:公告之日起至
11 月 5 日止,市政府停车坪。

三、 报名登记: 意向人请于
11 月 5 日前持相关证件到本司
办理报名登记,保证金:标的①②
交纳 1 万元/辆; 其它 0.5 万元/
辆。 电话:0730-8675888(咨询)
8215160(工商监督）
地址:市南湖大道开源大厦院内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2017 年 10月 27 日

注销公告
道县鸿润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乌先生
联系电话：1378766668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天艺园林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小余，电话 0730-8382587

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粤祺商贸有限公司全体
股东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决定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熊家凤，电话 13302222518

遗失声明
临武县物资总公司燃料分公司
遗失临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01 年 3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10251000329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华容人家生态休闲有限
公司遗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62300
00041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白泥湖高科水产养殖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30122325628648Q） 遗 失 单
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诚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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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倩，电话 13707410542

注销公告
长沙品丰五金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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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
军，电话 18711180730

遗失声明
长沙朗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
务局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2
091982432；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代码 09198243-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方建工程有限公司怀化分公
司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6 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 副本，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3120034478040X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滋乐淘商贸管理（湖南）有限
公司（税号 9143010439646031
X8）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2 份，发票代码 4300154320，
号码 02282067；发票代码 4300
154320，号码 022820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龙塘制衣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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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丽贤，电话：13786861466

遗失声明
范嘉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12 月 2 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600284
919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金砂法务代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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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映辉，电话 13332522122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伟岸商贸行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2 年 3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36001
59012；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和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42102419900207254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随身快购网络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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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树华，电话 17665277161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
款收据一份，号码为：湘财通
字（2016）238668638，购领证
号：15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镇头建筑园林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浏阳金科置业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收据：编号 6035
8700，金额 2 万元；编号 6018
7976，金额 1 万元；编号 6018
7975，金额 5 万元；编号 6018
7974，金额 3 万元，声明作废。

继续经营公告
湖南省辰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
在《三湘都市报》刊登了本公
司注销公告。 现经本公司股东
会于 2017 年 10月 18 日决议本
公司不解散，继续从事经营，解
散公司清算组，并终止本公司
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在《三湘都
市报》刊登的注销公告。 本公司
特此声明。 联系人：席先志
电话：13407449685

遗失声明
醴陵市大障镇湾伏食杂商店遗
失醴陵市工商局 2015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302816000834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嘉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11 月 2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0122396321037W，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长沙启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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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志强 13808461600

注销公告
耒阳市新峰土石方建筑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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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贱英 15211420136

注销公告
湖南华联云购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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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胜，电话 13337337058

遗失声明
湖南博敖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
00MA4L4TKX1C）遗失公章
和丁心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乡市顺达汽车服务中心遗
失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0 月 25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为：
430381600124563，声明作废。

终止清算公告
长沙俪讷日用品贸易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00MA4L4C3FXF，原于
2017 年 8 月 31 号在《三湘都市
报》第 A11 版刊登清算公告，告
知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有关的
债权人可申报债权。 现经 2017
年 10 月 25 日公司股东研究，
决定解散清算组，终止清算，公
司继续经营活动。 特终止公告，
长沙俪讷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迁址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湖南保监
局批准（批准文号：湘保监许
可〔2017〕687 号），太平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桂阳支公司自 2017
年 10 月 25 日起迁址至新办公
地点。 地址为：湖南省郴州市
桂阳县鹿峰街道芙蓉东路志浩
大楼四楼 邮编：424400
原电话号码不变。 特此公告。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2017年 10月 27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季风咖啡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6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360
034253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正山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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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 电话 15673331583。

遗失声明
吉首市吉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吉首市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310157863046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杰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L2ELE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抢味友品餐馆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区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副本，税号：4301221
9760714182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日青速递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湘邮 20
130107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宁
邦，税号：91420000757013137P，
遗失武汉当加禾盛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北省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1 份，代码
4200163130，号码：0861776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盘王房地产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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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成豪 17877758886

注销公告
长沙学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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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佳威，电话 13203106864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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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梦想城交房公告
尊敬的新华联梦想城业主：
由我司开发的位于长沙市望城
区月亮岛街道新华联·梦想城
1-10 栋住宅已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完全具
备交付使用条件。 集中交付时
间为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9 日。 请各位业主按照我
司发 放 的《入伙 通 知 书》上 通
知的具体时间前往新华联梦想
城营销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逾
期不办理房屋交接的，视为房
屋交付使用。 特此公告。

湖南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 10月 25 日

遗失声明
湖南金之津供应链有限公司（注
册 号 91430100396193565R）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值此中国太平成立88周年
之际，作为集团战略发展主要力
量的太平人寿日前宣布，将推出
一款新产品“太平卓越至尊终身
年金保险（分红型）”。“卓越至
尊”是太平人寿高端品牌“卓越”
系列的又一新品， 该产品的推
出，主要是基于中高端人群在财
富管理中的实际需求。

据了解，“卓越至尊” 具备
“收益稳、高额领、终身享、周转
活”等特性，主要体现在：第5个

保险单周年日即可领取首笔
特别生存金，额度为20%已交
保费；第6个保险单周年日起，
每年领取30%保额（基本保额
与累积红利保额之和）的生存
金，直至终身，这笔与生命等
长的生存金，相当于客户可以
受益一生的稳定现金流。此
外， 太平人寿还特别配置了
“财富加速器”，予以满足客户
更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周航

近日， 湖南中行在全省范
围实现了ATM扫码取款功能
全覆盖， 将手机扫描二维码技
术与传统ATM机取款服务结
合，手机在手，即可在遍布全省
的中行ATM设备上扫描二维
码完成现金取款。

中国银行ATM扫码取款
服务已实现24小时ATM机全
覆盖， 客户在中国银行任意一
台ATM设备轻松扫码，尽享移
动金融便利生活。

该服务操作便捷，只需四
步即可轻松取现 ：ATM取款
机选择“扫码取现”功能按钮；

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扫一扫” 扫描
ATM机屏幕二维码并输入取
款金额；ATM输入取款密码。
该服务将方便客户在无银行
卡情况下随时提取现金，也可
免去吞卡烦恼。

中国银行坚持拥抱最新
金融科技发展，致力为客户提
供更多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未来，中行将继续推进业务创
新，不断探索，为客户提供触
手可及的全球化服务、便捷化
体验和高品质、全方位的金融
服务。 ■通讯员 李行

10月25日晚间，7家湘股集
中公布了2017年三季报业绩，
其中正虹科技、山河智能、凯美
特气的增幅均超过1倍，其中正
虹科技增速高达503.45%，另外
唐人神以净利润六成增速领先
于同行业。7家湘股中，仅天润数
娱一家业绩下滑，幅度达40%。

正虹科技成功扭亏为盈

25日，正虹科技发布2017
年三季报， 公司2017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9.71亿元， 同比
增长4.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725.30万元，同比
增长503.45%， 公司每股收益

为0.06元。
同日， 山河智能发布2017

年三季报， 公司2017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5.85亿元，同比
增长117.97%。

同样增速超过1倍的还有凯
美特气。公司2017年三季报显示，
公司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04亿元，同比增长65.4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8.44万元，同比增长169.36%。

唐人神三季度净利润大增

25日晚， 唐人神公布2017
年三季度报告，公司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103.54亿元，同比增

加32.4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2.13亿元，同比增长58.21%。

另外， 金贵银业和株冶集团的
2017年三季报业绩也表现亮眼，增
幅均接近四成。 金贵银业2017年三
季报显示， 公司2017年1-9月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
亿元，同比增长40.63%。至于株冶集
团， 公司2017年1-9月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5.67万
元，同比增长36.14%。

天润数娱同日发布2017年三季
报， 公司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31亿元，同比增长55.8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8.11
万元，同比下降39.87%，公司每股收
益为0.03元。 ■记者 黄文成

7家湘股集中公布三季报，唐人神三季度净利润大增近六成

净利跌四成，天润数娱独食“滑”果
湖南中行实现ATM扫码取款服务全覆盖

太平人寿推出新产品“卓越至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