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棋大师邀请赛

1月13日，2011“珠晖杯”象棋大师邀请

赛在衡阳结束第三比赛日的争夺。东道主湖

南象棋队依然发挥不佳，除了谢业枧执先取

胜小弟子刘泉获得首胜之外，湖南队仅曹岩

磊获得一场胜利，其他队员黄仕清、肖革联、

程进超、雷鹏纷纷败北。下午第6轮谢业枧战

和湖北老冠军柳大华。 ■段鹏程

象棋湘军继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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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华仪电子仪器经

营部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 2006 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43009616， 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L1476115-3，IC 卡，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SSD60/60型施工升降机部件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长沙新华大酒

店会议室公开拍卖 SSD60/60 型

施工升降机部件（参考价 8 万/保

证金 1万）。有意竞买者请于 1月

26 日 17 时前， 携有效证明到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8 号定王大

厦 17F 湖南万源拍卖有限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保证金专户：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帐号：43715418808093001，

开户行：中行金霞支行）。 未尽事

宜详见拍卖文件，即日起标的在财

产所在地公开展示。 联系电话：

（0731）85590151 13307495321

13874950628 www.hnwanyuan.cn

工商监督：（0731）89971678

拍卖公告

刘新胜遗失坐落于上大垅东风二

村 17 栋 501 房 的 权 证 号 为

00127112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颜亨国 湘建安 A（2004）030000202

贺兵生 湘建安 B（2004）030000851

尹新华 湘建安 B（2004）030000827

谭仲陵 湘建安 B（2004）030000830

邱晚华 湘建安 B（2004）030000831

谭国勇 湘建安 B（2004）030000852

王玉生 湘建安 B（2004）030000825

罗冬连 湘建安 B（2004）030000833

以上各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亮星 43062619770913524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美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正本，编号：0404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樊世奎遗失州国用（2004） 字第

028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本公司，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

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灵芝 电话：87894891

宁乡县发发发环境卫生

服务有限公司

宁乡县天骄米业加工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2400002

649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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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41430104000266，声明作废。

刘泽源 432321197411190657第

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杨刚勇 43012119730124661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黎清华遗失医师资格证，编号：

200243130430602760725110，

声明作废。

朱雪城出国护照一本， 证号：

G32277571。 吴电辉出国护照一

本，证号：G25593170。 朱爽出国

护照一本，证号：G35646781。 朱昊天

出国护照一本， 证号：G35646780。

以上护照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代枚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2503198404055046，声明作废。

岳阳中辰建筑陶瓷有限公司长

沙销售部（注册号：企合湘长分

字第 00156 号） 遗失 1995 年 6

月 27 日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007997）及销售部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等，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军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2197002240017，声明作废。

谢军 4301021970022400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天人 43010519931202201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支队遗

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2 张，票

号为： 湘财通字（2010）081130636、

湘财通字（2008）05469852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中辰建筑陶瓷有限公司销

售部（注册号：企合湘岳分字第

00037 号） 遗失 1995 年 5 月 18

日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编号：

110136）及销售部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等，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四建安装建筑有限公司第一

项目部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

临时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 ：

L5614000001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大明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11195901155016，声明作废。

临阵换门将、半场换前锋，0比2不敌卡塔尔，国足输得稀里糊涂

稍感“欣慰”的是，不看好国足的我们在竞彩中小赚一笔

国足果然一“吹”就倒

北京时间1月13日凌晨，中国男足

在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中以0比2完败

于东道主卡塔尔队， 出线形势顿时变

得岌岌可危。 本场比赛主教练高洪波

临阵更换了包括门将等三个位置的首

发， 又在不到半场时将首发中锋郜林

换下，引来诸多不解。国足在场上的表

现同样混乱不堪，全场被动挨打，最终

被卡塔尔队的艾哈迈德两球击退。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 赛前本报推

荐的亚洲杯竞彩投注“乌兹别克斯坦

胜+卡塔尔胜/平”又命中了。同日，乌

兹比克斯坦2比1击败科威特队。 按照

本报设计的200元投注，最终这张单子

可获得奖金470元。尽管赛前舆论一边

倒地把中国队吹上了天， 结果却印证

了那句话：国足，一“吹”就倒。不过在

长沙的几家竞彩店， 记者得到的消息

都是： 半数以上的老彩民在选择这场

比赛时，都是直接投注卡塔尔胜。

■记者 刘涛

国足净胜乌兹别克斯坦2球或以

上： 无论卡塔尔和科威特打出什么比

分，国足都将出线。

国足胜乌队1球：若卡队胜科队，则

中乌卡同积6分， 中国队因三队之间相

互交手净胜球最少而出局。 若卡队不

胜，则中乌两队出线，且中国队凭借胜

负关系获得小组第一。

国足平乌队： 只有卡塔尔输球，国

足才能以小组第二晋级。

国足负乌队：只有科队胜卡队，中、

科、卡三队同积3分，中国队才能通过计

算相互战绩出线。

很简单：赢2球就出线

很艰难：赢2球不靠谱

17日0：15��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 卡塔尔VS科威特

亚洲杯战报（13日）

中国0∶2卡塔尔

科威特1∶2乌兹别克斯坦

小牛89∶102步行者

老鹰104∶101猛龙

公牛91∶96山猫

国王95∶119凯尔特人

灰熊107∶99活塞

马刺91∶84雄鹿

魔术89∶92黄蜂

雷霆118∶112火箭

篮网109∶118太阳

尼克斯125∶131爵士

湖人115∶110勇士

热火105∶111快船

1月13日

战报

1月14日（周五）

11:30�掘金 -�热火 新浪直播

1月15日（周六）

03:30�勒沃库森 -�多特蒙德 香港有线

08:00�步行者 -�公牛 香港有线

09:00�马刺 -�小牛 CCTV5

09:30�火箭 -�黄蜂 上海体育

11:30�太阳 -�开拓者 卫视体育

11:30�湖人 -�篮网 新浪

新播客

1、 积分多者；2、 相互间比赛的积

分；3、相互间比赛的净胜球；4、相互间

比赛的进球数；5、总净胜球；6、总进球

数；7、 仅有两队同分且最后一轮同场，

点球决胜负；8、组委会抽签。

■记者 陈普庄

小组排名原则

2串1：澳大利亚胜+巴林（-2）平/负，投50注

竞彩推荐

印度也许没那么菜

1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 亚洲杯将

进行两场小组赛，分别是澳大利亚VS韩

国、巴林VS印度。

就亚洲杯而言，澳大利亚VS韩国无

疑是一场值得期待的重头戏，但是对于

彩民朋友来说， 这场比赛让人有些挠

头。两队实力、近期战绩、首轮状态都不

相上下，胜负实在难以判断。目前各类

盘口略为看好澳大利亚队。

巴林VS印度的比赛胜负几乎没有

疑问， 但是在竞彩开出巴林让2球的情

况下，彩民须仔细斟酌。印度队实力也

许并没有那么菜， 巴林让2球实在有点

多。 ■记者 刘涛

1月14日（周五）

21:15�澳大利亚VS韩国 CCTV5

1月15日（周六）

00:15�巴林VS印度 CCTV5

电视直播

质疑：首发阵容中，为何让曾诚顶

替前一场表现出色的杨智担任首发门

将。

高洪波：出征亚洲杯前，教练组就

决定， 前两场分别由杨智与曾诚出任

首发，不管第一场比赛结果如何，都会

进行调整。

@记者陈普庄： 球队中轮换最少

的就是门将，难道这是中国国情？

质疑：郜林取代杨旭首发，但半场

不到就被换下。 正因这次换人名额的

浪费， 终场前赵鹏受伤却已无换人名

额。

高洪波： 对方在对郜林进行侵犯

之后，裁判没有吹罚，郜林的情绪受到

一些影响。

@记者陈普庄：很多时候，球员紧

张、急躁等负面情绪都是源自教练。我

很难相信郜林会在上半场最后几分钟

被罚下。

如此“高”见，听了更糊涂

状态不行，一碰就倒。 技术不行，一抢就倒。 身体不行，一撞就倒。

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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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