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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宏高物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李会计，电话 15580111972

注销公告
长沙雨逢春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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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电话 18670787545

注销公告
湖南新方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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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电话：15067397268

减资公告
永兴县贵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
从 630万元减至 600 万元，各债
权人有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王红兵
电话：13107051158

注销公告
郴州北湖区鑫磊鑫矿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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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超理，电话 15273593456

注销公告
长沙苏陈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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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宏枝，电话 13975644226

注销公告
湘潭易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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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瑞如，电话 13874903895

遗失声明
长沙市锦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20000598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湘遇溪阳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望城分局 2014 年 6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为：430122000054951；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鑫唯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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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宪峰,电话 15807448288。

注销公告
长沙润一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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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列家，电话 13511118671

注销公告
长沙军麟卷闸门配件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周德军，电话 15111056373

遗失声明
湖南福禄珠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21MA4L1UU87Y）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建仁电动自行车
车行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3 年 11
月 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0105600369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嘉隆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3040601022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熊猫工坊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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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洋，电话 13799872999

注销公告
湘潭桃兴家电销售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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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
文，电话 18673280184

遗失声明
株洲市华宏摩托车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2 月 5 日核发注册号
4302001003870 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普顿希尔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3 月 3 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1
10001572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1205390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湖南佳达投资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 249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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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
周新富，电话 13908461979

遗失声明
湖南易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0 月 25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430100352839619L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部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
35285849XM）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小平遗失芦淞区地税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28236407045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娄底市汇丰二手车交易市场有
限公司遗失娄底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代码 680349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隽泓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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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娄俊，电话 18573118161

遗失声明
株洲县振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株洲县质监局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3973
944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恒睿泽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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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华，电话 17763676675

注销公告
长沙贷贷快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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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锋，电话 18374972209

减资公告
长沙美家格力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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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
担保。 电话：13758779711 林德利

减资公告
长沙幸福家西门子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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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应担保。 电话：13758779711 林德利

减资公告
长沙家韩三星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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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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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
担保。 电话：13758779711林德利

南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拟对南
县经济开发区进行调区扩区，
南县经济开发区位于南县县城
西侧，分为南北片区，北片区
北至浪拔湖路，南至杭瑞高速
公路，西至赤沙路，东至太阳
山路；南片区东至南茅运河、
南至长兴路、西至益南高速公
路、北至杭瑞高速公路。 调扩
区后总用地面积约为 1994.51
公顷；以发展食品加工、轻工
纺织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现南县经济开发区调扩区正在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通过报批
媒体公示，自公式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公众征求对园区调
整和开发的相关环保意见，反
馈方式如下:
网上公示网站：
南县经济开发区
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南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严曙光 0737-5216222
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
张工 0731-85778596

南县经济开发区调扩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遗失声明
长沙市摩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7年 8月 24 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11MA4M20L25J，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璐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7 年 11 月 20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MA4P8QKT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开福区荣濠计算机软
件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会
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9
号建鸿达现代城 1502 室，联系
人:张伟 电话:13574181203。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湖南三片叶植
物开发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张（2 联），发
票代码 4300133620， 发票号
码 01085581，声明作废。

灭失声明
蒋哓成名下湘 D59816 灭失，
特登报公示车辆行驶号牌登记
证书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捷诚数码产品商
行遗失发票领购本，税号:35012
419780320650301，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湖南一口含湘农业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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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 电话 18008430709。

注销公告
湖南康之美家节能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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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远勇，电话 15873153026

注销公告
郴州润华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文华锋 0735-2895950

遗失声明
湖南华亿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027607292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鹏兴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7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10300019695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桦兴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由中国人民银行慈利县支
行 2015 年 2 月 6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910002689
01 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
15年 4 月 21日核发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G1343082100026
890N，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涟源市湄江镇长利煤矿(普通合
伙)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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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国忠 电话:13327389908

注销公告
茶陵县云旺矿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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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文明,电话：13974115679

遗失声明
黄小芳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2 年
5月 21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000
27675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北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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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卓，电话 1507498699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名富日用品商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2 年 8 月 1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5600319612，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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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人脑会想什么，机器人蠕
虫协助医生做手术，智能家居煮好
早餐，无人驾驶汽车送去上班……
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上， 人工智能、5G时代、 物联
网、网络安全这些全球互联网“大
咖”们口中的高频词将如何影响我
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进入智慧社会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说，目前人工智能和医疗
结合应用超乎想象，尤其是在医学
影像识别方面。

脸书全球副总裁石峰认为，人
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比如，预测
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让瘫痪病人
大脑里的信息传递给机器；通过大
脑里的信息和指令直接让机器以
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
速度打字。

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人类
对自己大脑的认识不到10%，10%
创造出来的机器不可能超越人类，
与其担心技术夺走就业，不如拥抱
技术解决问题。

【物联网】让万物连接在一起

什么是物联网？有人举了一个
例子： 在药片中放入传感器吃下

去，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蠕虫进入
到身体里面协助医生做手术。这些
万物互联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地融
入我们生活。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获
得者、“互联网之父” 罗伯特·卡恩
提出“数字物体”互联网系统的现
有物联网的拓展。“互联网解决了
人与电脑的连接问题，物联网将让
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

【5G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早晨醒来，智能家居已经为你
煮好了早餐；出门时，你乘坐的是
无人驾驶汽车———这仅是令人期
待的5G时代的一个侧面，5G时代
正向我们走来。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
铨说， 按规划2020年5G要启动商
用。5G有三大应用场景：增强移动
宽带，超可靠低时延，支撑移动互
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安全】推动国际合作

据外交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
示， 我国所调查的网络犯罪案件
中，很多违法网站和僵尸网络控制
服务器位于外国特别是网络资源
发达国家。“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
际合作，特别是制定相关的全球性
法律文书，可为各国共同打击网络
犯罪提供法律基础。” 中国互联网
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说。

■据新华社

世界互联网大会闭幕 大咖口中的高频词将如何影响我们生活

未来，人脑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12月5日消息，12月1日，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
筹协调下，经浙江省委、省
纪委监委扎实工作、 不懈
努力， 浙江省公安机关成
功将“百名红通人员”周骥
阳缉捕归案。 目前，“百名

红通人员”到案50人，已达
半数。周骥阳，男，浙江省
委党史研究室原干部，涉
嫌合同诈骗，2008年12月
畏罪潜逃， 国际刑警组织
红 色 通 报 号 码
A-1025/2-2015。 周骥阳
涉案资金将被依法追缴。

■均据新华社

“百名红通人员”半数落网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
近日出台文件，要求特色小
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创新
工作思路、 方法和机制，着
力培育供给侧小镇经济，努
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产城
融合、 惠及群众的新路子，
防止“新瓶装旧酒”“穿新鞋
走老路”。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四
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推进
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
设的若干意见》， 特色小镇
和特色小城镇建设要坚持
因地制宜，不搞区域平衡、产
业平衡、数量要求和政绩考

核，防止盲目发展、一哄而
上。要坚持产业建镇，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特征的独特产业生态，防
止千镇一面和房地产化。要
坚持市场主导，防止政府大
包大揽和加剧债务风险。

意见要求，各地区不能
盲目把产业园区、 旅游景
区、体育基地、美丽乡村、田
园综合体以及行政建制镇
戴上特色小镇“帽子”。要遵
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避免盲
目发展、过度追求数量目标
和投资规模。要严防政府债
务风险。

四部门发文：
防止特色小镇建设“新瓶装旧酒”

参观者在博览会上体验一款智能眼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