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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宁土合（2003）983 号，

声明作废。

男 52 岁，丧偶，经济条件好，寻觅一传统

善良有孝心的女士为伴 15013573000

遗失声明

望城县移动通信分公司旺旺路专

营店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430122600024186（1-

1），声明作废。

唐群持有的发证日期为 2006

年 12 月的会计从业资格证遗

失，声明作废。

皮伟珍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2231987122391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乡村见服装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0年 8月 17日换发的工商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2600158306，声明作废。

刘绍峰不慎遗失公务护照，

号码：S902674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银祥机电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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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李旭明 电话：13787186004

温柔女 27岁高雅有气质丰满迷

人经济优，特寻品正健康男士圆

我梦 18611232492非诚勿扰

公 告

本人：陈利元 前夫：张科顺

俩人于 2009 年 5 月 5 日经民政局

审核依法解除婚姻关系，之后涉及

的一切债权债务及纠纷与己无关。

特此公告 陈利元

遗失声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 证号：

（2010）湘地契税№ 0000402392，声明作废。

蒋融 43010519810221744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湖南和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邓恋阳私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公 告

2011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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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

C09565 号货车运输卷烟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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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本人征婚 男 49 岁退伍军人

现经商稳重爱家体贴,妻逝,愿

觅一位传统体贴真心成家的

女士携手后半生可带孩，拒

游戏 13510416885亲谈

注销公告

岳阳市三利软件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请所有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柳庆峰（0730-3229882）书面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牵手圆梦 18270436989

温柔女赵雅琴 28 岁 1.65 气质高

雅丰满寻体健品正男士圆我美好

心愿有缘共同发展亲谈拒游戏

因公司扩大业务，需招聘：文员 1 名、客服专

员 2 名、业务员 3 名。 合适者请赶紧联系。

招

聘

本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纳才热线：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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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交友 声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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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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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 乐 设 备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开牌一秒即变，变后不

多不小不重复，发牌认牌控牌神出鬼

没，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能自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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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睛、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

13467671788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本人男 53 岁丧偶健康忠厚生意

人、经济稳定无负担、诚觅传统顾家

女士相伴可带孩 13723741117亲谈

陈月茹女 29 岁丰满迷人、 温柔善

良，特寻异地健康好心男士圆我美

好梦想 186 6439 1856 本人亲谈

48 岁丧偶重情女自营私企觅健

康真诚有缘男 15986637269本人

温柔女李小姐 29 岁丰满靓丽

迷人特寻品正健康男士牵手重

谢 15216072112本人亲谈

缘来是你：宋佳 28 岁美丽善良夫

车祸不育离为家业寻实在男圆母

亲梦重谢报答 18770335992本人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市政工程管理处湘 A50972 行

驶证、登记证书。 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支队天心区大队湘

A37380、 湘 A37373 各车牌 1

副。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湘

A37318，龙骧集团湘 AY0153，

岳麓区望城坡街道卫生院湘

A44773，中国石油局第四普查

勘探大队湘 A61932各登记证书。

非诚勿扰：女 30岁肤白貌美夫商不

育离无孩继家寻忠厚男圆母亲梦真

情重谢报答你 18610335009本人

漂亮淑女罗小姐 30 岁善良体贴寻

品正男圆梦 15946846566本人亲谈

真实男 46 岁丧偶独居健康有修

养，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贴

女为妻，贫富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5914122218本人亲谈

张小姐 29 丰满迷人寻一健康男

士给我一完整幸福的家飞你处有

缘共同发展 18659193021亲谈

周楠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681198206033228声明作废

女 28肤白嫁港商因夫年迈长期在外

无育寻体健男士圆梦 15825799903

女 29 嫁企业总裁因夫患病不育离

寻品正男士圆梦 15870908169

王红 43010319750915208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湖南湘怡投资集团科贸有限公司

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遗失银行贷

款资料（复印件带公章印）壹套，特

此声明作废。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律师 调查

徐小明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210304198302041017，声明作废。

高家慧 43010219550417104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廖满元、胡喜英、李强为长沙颢诚

房地产有限公司职工现联系不到

公司法人，特此登报声明解除合同。

公 告

2011 年 6 月 18 日，我局专卖

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衡

阳市大浦地段查获车牌为 湘

B83143 号货车运输卷烟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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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妍婷持有的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8 月的会计从业资格证遗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红叶子服装店遗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6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3012130070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一定发搬家运输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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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78801129-X，声明作废。

受ICE原糖期价进入前期高点附近

横盘整理影响，周三郑糖回落，受五日均

线支撑上升趋势没被破坏， 但期价遭遇

前期高点阻力，高位风险逐渐聚集谨防

回落风险。

上交所金属周三涨跌互现。 沪铜收

盘下跌170元， 报收67740元/吨； 沪铝

1108合约小幅上涨30元，报收17015元/

吨； 沪锌午后缩减早间涨幅，1108合约

上涨65元，报收17155元/吨；沪铅收于

平盘，1109合约报收16720元/吨。 国内

金属市场目前处于反复震荡之中，缺少

趋势性交易机会。近几日铜、锌处于主力

合约换月过程之中， 以观望或日内操作

为主。

IF1107周三跳空高开， 震幅较大，

报收小阴线，成交量和持仓环比减少。处

于贴水状态。 从周线和月线上看， 沪深

300指数还处在下降通道中， 预计周四

IF1107合约在2850-2932点区间波动。

由于期指处于震荡盘整中， 盘中震幅相

对较大，建议投资者日内高抛低吸，注意

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新闻追踪·《停牌5年多，恒立小股民要倒戈》（四）

股改方案可能不理想

承诺5月底出股改方案， 现在已是6

月底了， 傲盛霞的股改方案似乎泥牛入

海，恒立小股民越发觉得没有信赖感，便

联合起来， 轮番向傲盛霞高管杨瞀打电

话询问。

小股东李先生通过渠道打听到了傲

盛霞的初步方案：“10送1.644（小非送

的）；新的重组方替中萃房地产公司注入

8000万资产（以免债的形式）； 长城资产

公司免部分债务；追送部分：如傲盛霞12

个月增发成功10追送1.5；如傲盛霞18个

月增发成功10追送2.5；如傲盛霞24个月

增发成功10追送3.5，可能会有些改动”。

傲盛霞只涉及股改方案， 根本没有

涉及重组增发方案。股民认为，从目前形

势来看，傲盛霞先是谋求真正的大股东，

在取得控股权的同时进行股改。 而他们

延续5年前中萃的股改方案，没有重组方

案，是处处给自己留伏笔。

李先生希望傲盛霞能够修改方案，

同时公布林东煤业资产情况， 以及增发

数、增发价格是多少，这才算是有诚意。

股民存疑清华系

有位在贵州做煤炭生意的股民透

露，“林东矿业只是一个老的国有破产企

业，只有几个煤矿，一大批下岗人员，现

在只是靠铁路站台收取费用 ，它本身的

销售额很少的。”

据了解，2007年贵州林东矿业集团

牵头发起，与清华紫光旗下3家公司通过

增资扩股方式组建成立贵州林东煤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资深的专业人士分析， 在清华系进

行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中，收购、兼并了许

多企业， 清华系并没有拿出多少真金白

银，借壳上市是它的最直接的目的。这次

傲盛霞主导的恒立股改方案没有涉及增

发重组方案，很不符合情理。目前傲盛霞

只搞股改，可能只是应付证监会S股限时

令，同时林东煤业资产不好，没有把握是

否符合证监会的上市要求， 所以重组增

发只字不提， 只想尽快成为恒立的大股

东， 像中萃房地产公司一样持有恒立的

壳资源待价而沽。

上交所金属

周三涨跌互现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什么是官方储备

官方储备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的定义，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或

其他官方货币机构所掌握的外币储备

资产及其对外债权。 官方储备包括货

币、黄金、外汇和分配的特别提款权以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通提款权。

期货知识

德盛期货专栏

傲盛霞高管杨瞀介绍，股民关心的股改方案初稿，其实已在5月底即制订完成，6月份应能与投资者见面。

杨瞀称，在新的股改方案公示至投票表决期间，他们会派出项目组成员，与流通股东进行沟通互动。如股改不能有

效通过，傲盛霞将无法取得公司的控股权，那后续的重组计划无从谈起。

杨瞀称，目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股改，如顺利的话，整体预计7月份完成。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对拟定注入恒立公司的

资产进行再次优化。“目前我们的资产正在根据国家关于借壳上市的要求， 比照IPO的标准紧锣密鼓进行各项准备工

作。”杨瞀介绍，本次股改方案中并未捆绑重组方案，如果股改方案通过并顺利实施，后续的重组方案必定筹划出台，时间

应在年内。

傲盛霞：没有控股权重组没得谈

回

应

“有希望，难免有失望！”用这句话来形容恒立小股民此

刻煎熬的心情再也不为过了。当初听到傲盛霞在股东大会上

提出5月底出股改方案，言犹在耳，心情激动，但到现在已经

是6月底了，股改方案出台却没有一点动静，心情跌入谷底。

由于停牌多年，股改也没有完成，岳阳恒立正在成为中

国资本市场一个墨迹深重的污点。

■见习记者 赵伟

“股改钉子户”的自救方案又迟到了

■

漫

画

/

王

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