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牛 105∶102�尼克斯
掘金 112∶91�快船
灰熊 96∶77�老鹰
黄蜂 81∶93�马刺
开拓者 92∶95�国王
爵士 101∶119�勇士

战报
（2月3日）

英超冠军之争已基本锁定在曼彻斯特双雄
之间进行，随着上轮联赛曼联追平积分，两队似
乎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然而从这个周末英
超第24轮起， 整个2月的赛程对于两支准冠军
来说却并不均衡： 曼联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本轮
的劲敌切尔西，接下来还将于11日主场迎战利
物浦，直到2月25日客场迎战诺维奇，才算能喘
上一口气；而曼城本轮的对手是富勒姆，接下来
分别是13日客战维拉和25日主场对布莱克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曼彻斯特双雄正
在进行一场追逐赛的话， 曼城在2月是跑百米，
曼联则是跑110米栏。好不容易追平的积分，一
不留神就很可能摔一跟头， 看着对手再一次拉
开优势。

蓝军切尔西是摆在红魔曼联面前的第一个
栏架。 进入2012年以来， 切尔西近4轮保持不
败，不过最近两轮分别战平诺维奇和斯旺西，主
场战胜桑德兰的战绩，也不具备太大说服力。曼
联在新年4场联赛3胜1负， 特别是客场2比1战
胜阿森纳对于本场红蓝大战有较强的参考价
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博阿斯是欧洲足坛公认
的“穆里尼奥二世”，他能否延续同胞在英超与
弗格森分庭抗礼的气质， 首回合蓝军客场的惨
败还不足以让人们对其低看一等，本轮比赛，走
着瞧吧。

除了曼联VS切尔西， 于2月7日凌晨4点上
演的利物浦VS热刺同样是本
轮英超的重头戏。 意甲方
面， 欧洲足球频道将于4
日22:00直播罗马VS国
米的比赛， 同样值得关
注。

■记者 陈普庄

2 月 4 日 和 5 日 ，
CCTV5将分别播出掘
金VS湖人、马刺VS雷霆
两场重点比赛。对于球
迷来说，这两场比赛看点
很多。

掘金VS湖人的比赛可
谓是一场进攻大战。 掘金队
目前场均得分105.7分， 是排名全
联盟第一，虽然球队失去安东尼、
JR·史密斯、 肯扬·马丁等多名明星球
员，但球队的攻击力不减。而湖人队虽
然场均得分不多， 但是老将科比本赛季状态
很猛，他的表演也是球迷喜欢的。

雷霆队同样火力很猛， 场均100.1分排名联盟
第三，目前也是高居联盟第一，是杜兰特和维斯布鲁
克领衔的雷霆笑到最后， 还是老将居多的马刺以经验取
胜，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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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醴陵市诺华瓷业有限公司遗失醴陵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9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1-1 正本， 注册
号:430281000020627，声明作废。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被盗声明
王国志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被
盗五菱牌面包车一台， 车架号:
LZWACAGA3A7167149， 发动
机号:8A82710017，特此声明。

诚聘美容、美体师或学徒，18—40 岁
女性， 有无经验均可， 带薪培训，工
资：无任务底薪+提成+手工费。
电话：82886076黄

纤姿堂美容美体养生会所诚聘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医 疗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借， 当即下
款，无需抵押，银行利息。 芙蓉公
馆 1215室。 电话：13875905093

短期借款咨
询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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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搬家搬厂

专业搬琴、拆装家具空调双发 85569538
88573138
招司机和搬运工

蚂蚁拆装家具 移空调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

搬家 回收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长庆商务宾馆诚招

保洁员·收银员若干名，待遇面
议从优。 罗总，13787414968

美少女寻缘
温柔女靓丽迷人阿艳 28 岁，高雅大
方丰满贤惠经济优现特诚寻异地健
康有缘男士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助
你发展 15079399039本人亲谈

必胜牌技
扑克字牌分析仪, 适应全国各种
玩法, 普通麻将一人打三家绝无
破绽,授实战牌技(不会不收费)�

13207319944租售最新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优秀领班服务员吧台生
高级厨师 15974130338高薪诚聘

招生 招聘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 室

13973141770现代牌具
驻长沙办事处，上门安装飞针麻将机
程序展示新一代扑克麻将最新产品
等，咨询可赠送一套，传授港澳牌技。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如
意发牌变牌控牌绝杀斗牛金花等。

租售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衣牌具等13467671788

程序麻将机
扑克分析仪

钱途牌具 13170303188
最新扑克、筒子高端分析仪

娱 乐 设 备

金世盾门业全省招商
防盗门、室内门、非标门等。 诚招：
市、县级经销商。 0731-85307568

等的就是你
广告策划 2名：要求有想法、有激情。
广告业务代表 6名：要求有钻劲、有活力。
客服文员 2名：要求有口才、有亲和力。
上述岗位前期均享无任务底薪。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全 省 招 商

1800841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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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巧取学历职称资格证
民办成教自考 13875967464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公 告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 15802569686、85776098陈

麻将最新高科技
任何场地，麻将机只需安装像手机
卡大小感应片。上牌百分百与普通
牌一样，可过牌随意打色。 经得起
旁人观看! 普通扑克斗地主，跑胡
子包蠃。有场地有组织能力者可合
作。 电话：13875894293刘生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通知书
谭保良先生: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8 日与熊群多先生签订《协议
书》， 将本公司的出资购买现登
记于你名下的长沙市天心区芙
蓉路涂南小区名城大厦 1605、
1606 号房屋转让给熊群多先生
(包括房屋的产权以及购房合
同、备忘录项下的所有权益)，涉
及该两处房产的所有权利均由
熊群多先生承继。 本公司现依法
通知你，请你于本通知登报之日
起 30 日内与熊群多先生共同办
理该两处房产的产权转让登记
手续。 特此通知。

湖南麓山天然植物制药有限公司
2012年 2月 4日

赵卫群遗失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证书，证号:A10041000000
000426，声明作废

潘志保 43012419821130959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巍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7410173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永平遗失因私护照一本，护
照号码:G22677731，声明作废

杨中辉 43120219840228043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高薪猎才
有美容业、食品、药品…渠道销 售或
经商经验者优先， 愿挑战 5000 元以
上高薪者诚电：董小姐 15084840184

《诚心求缘》 性感迷人女小雅 28
岁，高雅大方气质佳经济优寻健康
品正男士圆我心愿 18779333307

温柔女 28岁，1.65米丰满迷人气
质高雅有涵养经济优特寻异地健
康男圆我心愿 18379832729本人

唐勇 431102198608156392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翔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3001198007290828，声明作废。

唐学兵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22196909296538
和本人的车牌号为湘 A7N848
的驾驶证、行驶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省艾普网络长沙公司遗
失网络票据一本，号码:
1112951-11129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锐赛科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税号 430111557618
772 的长沙市雨花区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副本及代码为
55761877—2 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声明作废。

2月3日， 记者从湘涛俱乐部获悉，
球队将于7日飞赴上海集训， 备战即将
到来的新赛季。湘涛队去上海集训主要
目的就是踢热身赛，目前湘涛队已经与
几支球队取得联系，其中包括阿内尔卡
所在的上海申花队。

据悉，湘涛队在上海集训期间所联
系的球队以中超球队为主，包括上海申
花、贵州人和、南昌八一等。湘涛队初定
在8日与贵州人和进行一场热身赛，18
日和22日与申花队进行两场热身赛，不
过负责球队事务的宋毅表示：“这还只
是与对方进行了一些联系，还没有最终
确定，要抵达上海后才能把具体的日期
和开球时间定下来。” 本报也将及时公
布湘涛队近期重要热身赛的时间及结
果。 ■记者 刘涛

前进湘涛

2月7日飞赴上海集训
湘涛或对阵阿内尔卡

PPTV直播推荐
2月4日（周六）
23:00�阿森纳VS布莱克本
2月5日（周日）
01:30�曼城VS富勒姆
2月6日（周一）
00:00�切尔西VS曼联
2月7日（周二）
04:00�利物浦VS热刺

周末精彩赛事预告

CCTV5直播推荐
2月4日（周六）
11:30�掘金VS湖人
22:30�勒沃库森VS斯图加特
2月5日（周日）
01:00�毕尔巴鄂VS西班牙人
03:00�赫塔费VS皇马
09:30�马刺VS雷霆
22:00�米兰VS那不勒斯

NBA上演进攻战

跨
﹃
蓝
﹄

2月6日00:00
切尔西VS曼联 PPTV直播

周日晚睡
看红魔

与 切
尔 西 托 雷
斯 截 然 相
反，曼联的
贝 巴 近 来
状态出色。

赛场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