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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 三湘好玩俱乐部招募6名

群友夜漂湘江看焰火， 结果报名的近30

人， 很多群友为没有参与活动感到遗憾。

现在，上次没有参与到夜漂湘江看焰火活

动中来的群友又有机会了，三湘好玩俱乐

部本周六晚7点半， 再次招募群友夜漂湘

江看焰火。而且，本周末橘子洲将有一场

小型的音乐焰火晚会， 我们将荡舟江心，

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场晚会。

上周活动招募帖发出后，两天时间内

报名的群友近30人， 在确认最终名单时，

群友匡伟表示想多带一个人，但由于船只

有限，匡伟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不过就

在活动当天晚上，匡伟还是带来了自己的

女朋友， 并在野漂船友会所买了一条船，

“我女朋友没报上名， 我们都觉得这个活

动挺好玩的，以后肯定还会来玩，干脆自

己买一条。”活动中，匡伟带着自己的女朋

友荡舟江心，谈情说爱，悠哉游哉。

应群友的要求，我们本周六同一时间

再次组织群友夜漂湘江，以便让更多的人

体验到这件夏夜里让人无限惬意的事情。

划船是个体力活，上次活动中，就有

群友因体力问题无法顺利将船划回原地。

所以，为了让参与活动的美女们能顺利上

岸， 本次活动招募的6名无需带船的群友

将为3男3女。活动中男女搭配，至少可以

保证美女不累。而男性也不要抱怨，这是

你在美女面前展现男人阳刚的好机会，说

不定还能赢得美女的芳心。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谢茂

7月16日（本周六）15:00，取得3

连胜的湖南湘涛百世窖队将飞赴北京

客场挑战北理工队。 已经取得三连胜

的湘涛队士气高涨， 明确指出目标是

四连胜。本报湘涛比分竞猜平台开通，

猜中本场比赛比分就有机会赢得湘涛

球衣一件。

由于本场比赛是补赛， 所以其他

球队已经进入休赛期， 本周末中甲只

有湘涛客场挑战北理工的比赛。 北理

工目前排名倒数第二，保级压力不小。

湘涛则风头正劲， 本场比赛拿下北理

工，湘涛队的积分就将达到23分，球队

排名可升至第5，距离第二名广东日之

泉将只有5分的差距。那么，在赛季初

一度排名垫底的湘涛队忽然又有了冲

超的希望。但是对于本场比赛，主教练

张旭显得很谨慎，“我非常尊重北理工

队，他们在中甲踢了这么多年，虽然很

危险，但都没有降级，说明还是有一定

实力，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要认真面

对。”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杨三喜

7月16日15:00��

北理工VS湘涛 北京体育

湘涛要取四连胜

小贴士

活动时间：7月16日（周六）19:30

活动地点： 阜埠河路口湘江风

光带集合下水。

注意事项： 不穿救生衣者视为

与本活动无关；若遇下雨活动取消。

参与方式： ①有船者在帖子中

报名后在规定时间集合下水即可。

②无船者在指定的帖子中报名，前6

个报名的读者（3男3女、以最终确认

参加活动为准）由我们提供船只。③

其他无船者可加野漂QQ群，与群内

船友联系混船，群号90278827。

更多活动及报名详情请登录

http://ent.voc.com.cn， 点击相关主

题帖查看。

专业广告公司为您服务

编印画册书刊、海报简介；电视宣传片摄制；

礼品订制；权威媒体宣传推广；活动策划。

另聘客服专员 2 名、业务员 3 名。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遗失声明

长沙旺府酒店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预留在招行左家塘支行的龚

建群私章一枚。 另长沙旺府酒店

策划管理有限公司曙光路分店遗

失预留在招行左家塘支行的龚建

群私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冈市司马冲镇东塘煤矿遗失安

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 编号为

（湘）MK 安许证字【2005】0937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由

省质监局核发的代码为 61677126-8

的 IC卡 1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岳阳市德胜南路香

洲名都一栋 1单元 1001

联系人：陈锡金 电话：15873002668

岳阳骏旺置业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14日

遗失声明

长沙豪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因故遗失，

代码号 6828382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电机厂遗失长沙韶山路 104

号 17本房屋产权证，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79 号，25 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82 号，82 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86号，39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920号，40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21号，80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06号，88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14号，79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27号，24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31号，87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32号，85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40号，26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43号，84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62号，42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863号，43栋

90013015号，34栋

长房权南自字第 002917号，41栋

90013012号，30栋

以上证件特此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定于 2011年 8月 5日上午

10 时在岳阳市晓朝宾馆二楼五

会议室对岳阳房地产综合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岳阳

市冷水铺路处的宗地使用权进

行公开拍卖，土地面积约 109亩，

住宅用地，国有出让，证号为岳

市国用【2000】字第 0167号（标的

瑕 疵 情 况 详 见 相 关 资 料）。

有意竞买者请提供相关身份证

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在 2011

年 8月 3日下午 5时前预交保证

金 4500万元（以款汇到法院指定

账户为准），办理竞买手续 。

标的展示日期、地点：自见报之

日起至拍卖日前于标的座落地。

报名地址：岳阳市东茅岭步行街

东方明珠大厦 10楼 1002室

法院监督电话：0730-8840721 8840606

联系电话：13789018018（袁）

13908406789（李）13974054020（陈）

岳阳晟扬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市金祥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市正平拍卖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14日

公 告

交友 声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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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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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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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与吴可刚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将拥有的湖南省新

晃县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总额 522.98 万元（其中本金 215 万

元，利息 307.98 万元），已依法转让给吴可刚，该债权对应的借款

合同、 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吴可

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

款人、保证人及其它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各债务人

及相应的保证人或其承继人向新的债权人履行原借款合同约定的

义务（若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

吴可刚

2011年 7月 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与吴可刚债权转移及催收公告

遗失声明

何利群遗失国土证：宁（2）国用（2004），

宁土合（2004）90号，声明作废。

张建城 4301811982052003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昊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威霸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1526501，声明作废。

男 50 岁丧偶，经商多年，有一女，车

房全，寻觅一传统善良；重情顾家；

有孝心的女士为伴 15013564555

缘来惜缘：女 30岁漂亮大方夫富商

不育离渴望有孩家寻踏实好心男你

处见面共发展 18270459098本人

寻缘温柔女 28 岁 1.65 米高雅大

方丰满迷人寻健康男圆我心愿有

缘共同发展 15279364366亲谈

温柔女 30岁，气质佳高雅大方丰满

迷人特寻品正健康有孝心男圆我美

好心愿 13698005051本人亲谈

诚心求缘女 28 岁一米六五温柔

肤白靓丽特寻品正健康男圆我美

女心愿 13677936846本人亲谈

男 49岁丧偶退伍经商多年性格开

朗寻觅一位朴实重情爱家的女士

为伴亲谈 13480130315非诚勿扰

众里寻他：女 29岁温柔贤淑夫资产雄

厚苦无孩离寻健康可靠男了我心愿不

嫌你一无所有 18610335009本人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名富公寓 1502室

联系人：冯军 电话：18973120423

长沙宇航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湖南省岳阳市郭镇

岳兴公路富华塑钢工业园

联系人：周琼 联系电话：13975091429

岳阳市科恒电磁机械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14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键镁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长沙天心区分公司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8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920000288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颁

发 的 贷 款 卡 ， 卡 号 ：

430100000367645201，声明作废。

许智遗失集体户口本卡， 身份证号：

430621198312037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光景人平面设计工

作室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赤

岭路支行开户许可证，号码：

J5510004775402，声明作废。

陈新元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4250529002，声明作废。

彭建中遗失户口本，户号：

05505506338，声明作废。

祝望真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

430104201007230290，声明作废。

刘长明 43300219740809292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惠 43010419790226302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孙健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证号：

9310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邵县联群煤矿遗失《采矿许可

证》正本，证号：430000083012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仇柳遗失本人出国护照一本，护

照号码 G49848290，身份证号码

4306811987101709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先导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 岳国

用（1999）字第 4249038-1 号的相

关红线图，特此声明。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律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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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 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公 示

本公司开发的咸嘉新村·

悦峰园 24、25 栋地下车位部分

开始发售， 其编号为-101号、-

120 号、-122 号、-124 号、-140

号车位。 其发售价格为：

编号 价格（元）

-101 35000

-120 65000

-122 64000

-124 65000

-140 68000

根据相关规定，特此公示，公示期为

一个月。若无小区业主购买，则对外发售。

湖南高信置业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11日

新播客

7月14日（周四）

06:15�美洲杯 巴拉圭VS委内瑞拉 CNTV

08:00�新英格兰革命VS曼联 广东体育

08:45�美洲杯 巴西VS厄瓜多尔 CCTV5

18:35�足球之夜 CCTV5�

7月15日（周五）

00:30�环法自行车赛第12赛段 CCTV5

周六晚，我们再漂湘江，躺在船上看焰火

划船是个体力活 招募三男三女

赶紧报名，展现你的阳刚

橘子洲放焰火的美景。

夜漂湘江，舒适惬意。 刘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