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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华夏爱心书画社遗失发票购领证、

税务发票一本， 号码：00142926-

00142950，声明作废。

公 告

������2011 年 4 月 18 日，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衡阳市冠市地段查获车牌为

豫 R15957号客车运输卷烟 360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

局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川河永得利食品

厂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L322733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水淼声色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及 IC 卡，代码：68500222-

7；遗失由长沙市地税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号：

430105685002227； 遗失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 月 22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

个，注册号：430105000034068；以上

证件声明作废。

本人男 49 岁丧偶独居重感情，经

商多年， 诚寻顾家孝顺女相伴一

生，不求贫富与容貌，只求真心，

有孩视亲生 13049388111亲谈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公 告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娱乐设备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牌王牌具

桌上身上无任何设备感应分析

仪，斗牛、三公、金花把把大牌。高

清博士伦看清扑克麻将，程序麻将随

意拿好牌，授牌技 13875909017 长

沙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A319

至尊牌具

环宇高科技牌具研发中心

独家感应斗牛、三公、分析仪把把

来大牌独门变牌绝技小牌变大牌

程序麻将把把来好牌， 高清博士

伦看清扑克麻将 13667350099长

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座 2201室

多功能麻将机和扑克报牌仪适

用于全国各种玩法 ，无破绽

装麻将机程序

长沙晚报正对面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底

价

13467671788

智能感应

无需对牌桌上无东西把把通杀，

适合所有扑克玩法。 四口程序

机、高清博士伦眼镜、扑克麻将

字牌等！ 授牌技。 13677381163

火车站出口万怡酒店 3楼 8331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厂销扑克牌九筒子分析仪， 高清

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等。 传授制

胜绝技，免费观看，学不会，免收

学费。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斗牛感应王

桌上无需任何东西牌在手上直接感

应报牌 最新多面骰无磁麻将机程序

进口博士伦眼镜看清扑克字牌麻将

教玩牌绝技 火车站凯旋国际 A

栋 2401房 18684658528

扑克麻将

最新扑克、筒子分析仪。 售牌具

www.QBYL.com.cn千喜华城 1015房

15874258088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激情交友择偶找王姐 84163411

�������诚招客服专员、广告业务员，欲享

受自由工作且愿挑战高薪者从速。

招

聘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招聘热线：

QQ：1486496459

84464501、15974200300

姜志成遗失湖南科技大学 2009 届报

到证 200910534201519，声明作废。

柔情似水美少妇 33 经商独

住寻密友 15574846589

周朝晖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004262515，声明作废。

51深圳商男 重情顾家短婚深港经

商独居觅贤淑温柔妻 18664991699

众里寻他：女 30岁性感靓丽夫富商

不育为继家业寻健康男圆母亲梦有

缘见面助发展 15179314218本人

遗失声明

长沙市立大汽车俱乐部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码：

J5510007788301，声明作废。

肖翠萍 43042319851101322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女 29嫁珠宝富商因夫长期在外无

育寻真诚男士亲谈 18779364637

女 39岁，丧偶，经商多年，收入稳

定， 现诚寻一位重情， 有爱心的

男士为伴，有孩视亲生养育，有缘

请致电 13560730529亲谈

注销公告

长沙丰尚电子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申

报债权。 联系人：袁岳齐

联系电话：13574858285

寻人启事

我儿伍海雄，儿媳蒋锋云，孙子伍崎绮，

孙女伍湘燕系湖南省祁阳县百花村五

组人，于 2009年 12 月 24日至 2011 年

1 月 14 日失踪，至今音讯全无，如有知

情者，望请转告，当面重谢！ 联系电话：

13212661233、13574833189

谢梦秋 43010419630819322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县国家税务局 2006 年 9

月 20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43012170721263X；另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05 年 6 月 10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00165201。

以上各证，声明作废。

公 告

������2011 年 3 月 2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衡阳市冠市地段查获车牌为

赣 CG1397 货车运输卷烟 800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

局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遗失声明

长沙卓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商业银行文艺支

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5909401，声明作废。

你想五一黄金周出游有好的手机数码

小家电品相伴吗？ 你想现在买电器避开假

日消费高峰却又担心五一黄金周价格下跌

不划算吗？ 你想你的电器价格比别人都低

吗？那就快来参加通程电器本周的“擂响黄

金周”活动吧！届时，通程电器全省42家门

店联动出击，让消费者在“五一”前就能享

受超低价格，“五一”则可放心外出度假。

即日起至28日， 消费者凡至通程电器

任意一家门店，只需交纳10元换购金，即可

随机抽取一张刮刮卡。届时，你的10元也许

会是50！或是300！更可能是500元现金省心

券。23至28日， 购物满500元就可以当现金

抵用啦！此外，换购刮刮卡的消费者还可免

费领取一份价值10元的诚意好礼。

面对家电琅琅“促销声”，长沙市民该

怎样做出选择才最划算呢？ 除了低价，多

项好礼的赠送，也是给消费者享受增值的

方式之一。23至28日， 消费者购物满指定

金额即可增送清扫机器人、32寸液晶电视

等豪华大礼。同时，对于新购笔记本电脑

的朋友们，通程电器将免费提供屏幕和健

康贴膜，可谓是给予了特别贴心的保护和

清洁措施。

作为通程电器主推品牌之一，樱花吸

油烟机以其较高的性价比，以及强大的品

牌号召力， 得到通程电器顾客的好评。近

期，最新上市的白金天罗罩吸油烟机获得

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该商品烟道采用加

宽设计并优化进风通道，排除油烟效果更

佳；风叶采用耐热、耐腐蚀、具有不粘性的

特氟龙涂层， 放置油污粘积在风叶上；具

有三档风速，设计更合理，使用更便捷。同

时，消费者只要在樱花卫厨单件购物满95

元，即可获赠心意礼一份。此外，1.7升食用

油、电磁炉、微波炉等实用好礼满额就送。

擂响黄金周，五一提前惠

通程电器超值省心券，10元变500！

每天早上打开龙头都要忍受刺鼻的

余氯味道，碰到停水后还有黄水流出，煲

出的汤不够鲜、烧开的水不好喝、做出的

菜不可口。 这是自来水中含有余氯以及

管道生锈污染物造成的。据调查，长沙市

区自来水管网及储水箱陈旧，锈蚀严重，

维护管理不力，管网渗漏高达40%以上，

极易造成二次污染。医学临床证明：长期

摄入自来水中的余氯及衍生物三氯甲

烷、 四氯化碳容易导致癌症等其它疾病

的发生。

目前， 已在省委机关宿舍、 咸嘉新

村、芙蓉苑、家润新城、八方小区等社区

普及安装净水工厂的有近万个家庭。市

场反馈满意度98%以上。 中央净水器市

场价2380元，普及价仅980元；龙头净水

器普及价仅298元。服务标准：免费上门

安装，免费一年保修。

980元把净水工厂搬回家

经济信息

本报讯 4月23日，本周六下午3点，湘

涛将在主场迎战广东日之泉队， 在更换主

教练后的首场比赛， 湘涛队能获得本赛季

首个3分吗？周末就将见分晓。本报湘涛比

分竞猜平台重新开放， 猜中本场比赛比分

就有机会获得湘涛球衣一件。

本赛季已经踢了五场比赛， 湘涛队

还没有取得一场胜利， 这也最终导致了

主帅米罗西的下课。目前，球队在新主帅

张旭的带领下积极备战， 从这几天训练

情况看， 湘涛队似乎找到了上个赛季的

激情，球员训练时积极性更高，在场上的

交流也更多，呈现不错的趋势。

■记者 刘涛

曼联闷平，冠军还有悬念 北京时间20日凌晨，曼联在英超联赛中客场

0比0战平纽卡斯尔，多赛一场领衔阿森纳7分，英超冠军仍有悬念。

@记者陈普庄：因为还有欧冠半决赛这个岔路口，红魔不可能一脚油门

到底。等着吧，该冲刺的时候，他们会冲刺的。

火箭狂胜， 世锦赛有好戏看 在日前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首轮中，火

箭奥沙利文10比2狂胜戴尔。经历了赛前心理医生的辅导，奥沙利文表示，他

已经重新开始享受比赛，“我还是可以战胜任何人”。

@记者陈普庄：只要他还想打，一切都有可能。

4月21日（周四）

08:00�雷霆VS掘金 新浪

10:30�湖人VS黄蜂 CSPN

13:30�羽毛球亚锦赛第二轮 CCTV5

18:35�足球之夜 CCTV5高清

19:30�斯诺克世锦赛 CCTV5

4月22日（周五）

02:00�斯诺克世锦赛 上海体育

08:00�76人VS热火 新浪

北京时间4月20日，魔术在

主场以88∶82击败老鹰， 将首轮

比分扳成1∶1。“魔兽”德怀特·霍

华德拿下了33分19个篮板

23日15:00��湘涛VS日之泉 金鹰纪实直播

湘涛能夺首胜吗

参与比分竞猜免费赢取湘涛球衣

体育·赛道

开拓者89（0∶2）101小牛

尼克斯93（0∶2）96凯尔特人

老鹰82（1∶1）88魔术

战报

4月20日

微

博

竞猜攻略：湘涛队2平3负积2

分排名倒数第一， 日之泉队2胜2

平1负，积8分排名第四；上赛季双

方两次交手均战成1∶1平。

参与方式： 登录 http://ent.

voc.com.cn/， 点击相关主题帖报

名参与，留下姓名、电话和答案。

@

新播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