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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专家介绍说，14日晨，天
宇将上演“双星伴月”美丽天象，
星月共谱冬日恋曲。届时，只要天
气晴朗， 早起出行的人们便可欣
赏到木星和火星与一弯残月相依
相伴，徐徐上升的美丽画面。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
介绍说，14日6时许，在日出前的
东南方低空，一弯残月，窄窄如小
船，在云海间游弋。观察会发现，
有两颗亮星相伴在月亮船附近，

弯月右下方的是泛着微红色的火
星，亮度1.6等；弯月下方的是闪
烁着白色光芒的木星， 亮度-1.7
等，比火星明亮很多。

天文专家表示， 有兴趣的公
众当天凌晨可选择没有灯光干扰
的高处观赏， 如果借助双筒望远
镜，观赏效果更佳。大约在7时左
右，这幕浪漫的美景将被明亮的天
光所取代， 直至双星淡出天幕，通
红的太阳喷薄而出。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考核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决定自 2017年至
2020年，对各省（区、市）人
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实施年度考核，推动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属地监管责任，切实保障农
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考核对象
是各省级政府

《办法》共13条，明确了
考核的主体和对象、考核的
内容和程序、考核分级和评
价标准、考核结果的运用等
事项。考核工作在国务院领
导下，由解决企业工资拖欠
问题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实
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具
体组织落实。

考核对象是各省级政
府。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加强
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
资支付保障制度、治理欠薪
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
工作成效等情况。

《办法》规定，考核分为

三个步骤。一是省级自查。
二是考核组实地核查。三
是综合评议， 由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组织各成员单
位进行考核评议， 形成考
核报告。

考核结果分级
C级将被约谈

《办法》指出，考核结果
分为A、B、C三个等级。考核
结果作为对各省级政府领
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
行综合考核评价的参考；考
核过程中发现需要问责的
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
关。

《办法》明确，对考核结
果为A级的省级政府，由部
际联席会议予以通报表
扬；对考核结果为C级的省
级政府， 由部际联席会议
对该省级政府有关负责人
进行约谈， 责成其限期整
改并提交书面报告。 对在
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瞒
报谎报造成考核结果失实
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
重的， 依纪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据新华社

网拍成交波音747
实现线下交付

顺丰航空网拍747飞机交接
仪式12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举行。这是我国开展司法网上
拍卖以来首次通过在线平台拍
卖并取得成功的大型飞机。

今年11月21日，翡翠国际货
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三架波音
747货机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上
公开拍卖，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通
过平等竞价成功拍得注册号为
B2422和B2423的两架货机，成
交价共计3.2亿元。

深圳中院清算与破产审判
庭副庭长岳燕妮表示，此次波音
747货机网拍是在法院的指导和
监督下进行的全国首例通过线
上开展的飞机司法拍卖，法院依
托阿里拍卖平台搭建以“管理人
+辅助拍卖服务+网络平台”的
模式推动破产财产的网拍新模
式，或将为我国飞机司法拍卖探
索出新路径。

据阿里拍卖副总经理陈慧
明透露，翡翠航空公司的另一架
注册号为B2421的波音747货机
将于今年12月21日继续在阿里
平台拍卖。

■据新华社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华达汽车租赁信息咨
询服务部（普通合伙）遗失冷水江
市工商局 2009 年 3月 17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3810000
0869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687446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分公司以下单证遗失：
商业险保单 499139、501454、
502810，交强险保单 5274-52
75、6277-6279、6284-6286、
7080、7090、15172、19856、
6872、6866-6867，新版商业
险保单 112147、112148、113
966、315664，综合商业保险单
37600、40069、40131、40135
-40138、42494、42721、55700，
驾意险保单 1964、1968、1969、
1971-1975，2016 版标志 1661
40、167971、168000、169543，
2017版标志 33338、33340、33
915-33917、36815-36818、37
865-37867、37869-37875、76
299、76591-6600、76652、76
678-76680、76684-76687、13
9825、140403、140413-14042
1、141567、141569-141575、
141595-141600、203434、204
125、34610、34914、140479、
140505、140791、142391、14
2454、203920、235901-2359
03，2018 版标志 25327-25328、
27200、101393、192567、1925
66、27319；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司
与泸溪县鑫旺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的合并协议，泸溪县鑫兴冶
化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泸溪县鑫
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泸溪县
鑫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由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
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并各方
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743-4223078
联系人：田中生
泸溪县鑫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743-4222018
联系人：刘支宝

2017 年 12 月 13 日

遗失声明
湖南浏阳河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2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另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
010271210331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盛世君荷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投资人决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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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鸣，13135008200

遗失声明
湖南浏阳河酒厂遗失浏阳市国
家税务局 2012 年 12 月 24 日核发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
0181722512358；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817225
12358计算机代码 630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鑫韩御膳餐馆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 年 6 月 14 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600913
539；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62419710927751X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雨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2 年 5 月 2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430
11100015805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道人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3年 1月 18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430121
000064529,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好青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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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育荣，电话 13873129517

遗失声明
株洲市旭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天元区工商局 2016 年 6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200000145283； 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21133855016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木圭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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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波，电话 13511100000

遗失声明
衡阳市石鼓区时光影像文化传
媒中心公司遗失卷筒发票二份，
代码 143001310128，号码 0453
0113，045301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汇爱倾诚婚礼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4 年 3月 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
30001406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万海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0 年 12 月 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11000061304；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828
357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凯翔投资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成雄志，电话 15273399638

注销公告
株洲市通顺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赵志文，电话 15023377777

遗失声明
长沙集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具给株洲佳兆业置业有限
公司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 张，代码 4300151320、
号码 05661368、 金额 39577
元，已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花垣县天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花垣县工商局 2014 年 8 月 18
日核发注册号 433124000013590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向华清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鹤城分局 2012年 7 月 13日核
发注册号 431202600244918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邹长贵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3 年 7 月 1 日
核发注册号 431202600276886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向华清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鹤城分局 2014 年 11 月 7 日核
发注册号 431202600338697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托华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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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托 电话:18673191888

遗失声明
湖南怡园轩现代农庄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0 年 7 月 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12100003746
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县张波移动营业厅遗失永
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证 号 431023000018833； 国 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3282
36902156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世维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2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2，证号 431027000005514,
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会
议室对岳阳市人社局公务用车
壹台进行公开拍卖（详见拍卖会
资料。 ）标的展示: 自公告之日
起至 19 日上午 12 时在岳阳市
晓朝宾馆停车场公开展示。 报
名登记：有意竞买人请携带有效
身份证明于自公告之日起至 19
日上午 12时前交纳保证金壹万
元至我公司账户，并到我公司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岳
阳市金鹗中路 157 号康特大厦 1501
室。 联系电话： 18173051856（冯）。

湖南鹏辉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13日

遗失声明
湖南聂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4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102000247008；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2
5669300；遗失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3
25669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2553019887）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发
票联），发票代码 4300124620，
发票号码：008981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铂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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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友华，电话 1527492708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六和弦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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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磊，电话 13808477109

注销公告
长沙木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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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华健，电话 13187061470

遗失声明
长沙县安沙镇兰友手机店遗失
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160029908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畅越通讯网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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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立雄，电话 18973033465

遗失声明
刘卫通讯器材经营部遗失张家
界市永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7 年 9 月 20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及副本，注册号 92430802MA4
M4RFY3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宁纯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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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李富，
联系电话：13916699299

遗失声明
南京七天快捷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长沙东塘曹家坡分店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8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92000053
187；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
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11055807223；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55807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盛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5 年 6 月 3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210000401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
中心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一份，号码为：湘财通字
（2015 字轨）189477655，购领
证号：04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祥和春土特产
超市金海岸店遗失张家界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2010 年
4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8026000593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祥和春旅游食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
02788032437P）遗 失 公 章 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链家立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第二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7 月
17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11MA4LX2X17P 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栖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湖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联）2 份，代码：430
0161130；号码：02005562、0
2005563，特此声明。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遗失声明
龙山县城镇供水公司酉源纯净
水厂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龙山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98000023601，声明作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农民工欠薪严重将约谈省级政府负责人

明晨“双星伴月”谱写冬日恋曲

新华社 图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
颗行星，颜色呈红色，在我国古
代被称为“荧惑”，而在西方古
罗马神话中则被喻为“战神”。

木星是太阳系行星
中当之无愧的王者，它有
着最大的体积，还拥有最
多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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