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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夺宝”启动
2.8亿元派奖

中国福利彩票视频型彩
票（即中福在线视频型彩票）
“连环夺宝”游戏将开展2.8亿
元派奖， 这是视频型彩票上
市以来的第一次派奖。 活动
从7月23日开始， 连续40天，
每天派发700万元，由当天累
积奖中奖者按注数均分。

派奖时间：7月 23日至
8月31日，共计40天。

派奖资金来源： 本次活
动派奖奖金2.8亿元从中福在
线视频型彩票“连环夺宝”游
戏调节基金中支出。

派奖规则：活动期间，由
当天累积奖中奖者按注数均
分，若当天累积奖未中出，则
派奖奖金滚入第二天合并后
派奖，以此类推。

单注派奖奖金最高为5万
元， 当天派奖奖金按累积奖
中奖注数均分后， 若单注累
积奖派奖奖金超过5万元，超
过部分滚入第二天。

派奖奖金兑付： 当天中
得的派奖奖金当天不能兑
付，要第二天才能兑付。凭投
注卡主动到本销售厅柜员处
进行登记， 派奖奖金兑付流
程参照现有累积奖兑付流程
执行。 累积奖中奖信息以中
彩中心数据中心计算机系统
记录的信息为准。

■湘福彩

宝贝过瘾，妈妈满意，红石林手拉手夏令营首团完美收官

红石林第二轮夏令营报名启动
如果有一种夏令营， 既走出了课堂书

本的桎梏，又能在地质、生物、民俗和军事
等诸多领域寓教于乐， 并给孩子以爱心的
熏陶，你会不会眼前一亮呢？7月15日至19日
已经顺利结束的红石林夏令营活动第一
轮正是这样的活动。

湘西的山水对于这帮小精灵来说无疑
是新奇的，孩子们兴奋得像放回丛林的鸟
儿一样，各种各样的特色活动更是让孩子
们在动手中体验到不一样的乐趣。“活动
不但丰富多彩，而且颇有意义，夏令营达
到了预期效果。下次有活动一定再让孩子
参加。”爸爸妈妈们对本期夏令营也是赞不
绝口。

下一期夏令营将于8月3日启程。已经
错过了精彩的首轮活动， 你还要让孩子错
过同样精彩的第二轮吗？

【孩子说】
过瘾，多款活动全能拓展

此次夏令营活动坚持“体验、有趣、启
迪”的原则，突出除了课堂之外的素质教育
理念，同时结合红石林及周边资源，着重围
绕“地质科普课堂、自然生物课堂、民俗农
事课堂、野外生存课堂、军事教育课堂”五
大课堂，既包含了户外拓展夏令营的历练，
也吸取了素质教育的精华， 同时更增强了
城里娃和乡里伢的启迪互动。

科考小达人、才艺俱乐部、真人CS野
战、主题晚会，还和酉水畔的野猴进行亲密
接触和友好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中，孩子们不仅充分领略到了湘西秀美的
自然风光，同时也是对体魄的锻炼和野外
生存能力的学习。

即将步入初一年级的蔡远卓平时很少
有动手的机会， 在包饺子和做米豆腐等活
动之后特别开心， 回家后迫不及待跟妈妈
分享了心得体会， 性格比较内向的他不但
在真人CS等游戏中解放了天性，更加强了
与团队合作的能力。10岁的颜启睿在华夏
小学全托寄宿，从小有较强的独立能力，在
5天的夏令营中直呼过瘾。

而9岁的曹嘉仪小朋友更是满心欢喜
地告诉自己的妈妈，“这几天我过得很开
心，在酉水那里我还看到了好多野猴子，可
好玩儿了！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去参加。”

颜启睿在得知这项
活动后，央求妈妈让自己
参与。起初，不清楚活动
安排的颜妈妈想到湘西
的穷与险是有些顾虑的。
“我给主办方打了几次电
话，沟通之后对这次活动
有了一定的了解，慢慢的
就放下心来了。” 颜妈妈
告诉记者， 孩子们分成6
个营，每个营的家长和辅
导员老师都组建了一个
QQ群，通过QQ群里24小
时的实时播报，爸爸妈妈
们不仅跟随着孩子们的
脚步领略了湘西的神秘
风情，更对活动的逐一开
展有全面的掌握，对孩子
的动向了然于胸。而源源
不断的照片传来，家长们
亦可捕捉到孩子或认真、
或顽皮、或开心、或感动
的种种瞬间。

提起这次活动，曹嘉
仪的妈妈赞不绝口。“无
论是从活动的策划、时间

的掌控，还是老师的责任
心和现场安保工作的进
行，我都是非常满意的。”
曹妈妈还告诉记者，与山
区小朋友手拉手的环节，
不仅能让孩子们学会分
享，也让他们惜福感恩。

通过报纸的宣传，蔡
远卓的妈妈看到了红石
林夏令营活动。蔡妈妈当
时正在纷杂的夏令营传
单中伤脑筋，当看到红石
林夏令营活动中的种种
动手活动和互动环节时，
当即就决定选择这一体
验式的夏令营，而不去参
加走马观花的夏令营。
“孩子平时比较内向，回
来之后听他讲参加集体
活动时的表现，觉得这项
活动非常值得。 当然了，
孩子的性格也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养成的，以后还
有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一
定毫不犹豫再让他体验
体验。”

报名热线及条件

参与对象：年满10-15岁
的小学、 初中学生均可报名
参加， 参与者需准备一份小
礼物， 各类图书、 玩具等不
限， 与湘西贫困小朋友进行
手拉手互动。

营队规模： 第二轮发团
暂定8月3日，全省仅限100人。

报 名 热 线 ：
0731-82867600，或登录长沙
网报名参与。 报名者将获得
由夏令营提供的精美装备一
套（太阳帽1个、T恤2件、背包
1个、旅行笔记本1本）。活动全
程由专业摄影团队跟踪摄
录，存在精美的纪念U盘里赠
送给每位营员。 营员的成长
日志将集结成册， 优秀文章
将推荐在省级媒体上发表。

■记者 潘海涛
实习生 钟雅洁

通讯员 李果 刘茜

【家长谈】
满意，活动丰富体验充分

湖南望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杨善平的水利专业二级建造
师注册资格证，资格证书编号
：0017037，注册编号：湘 24
3070806833，证书编号：0000
6833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龙成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4197506093076声明作废。

湖南人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
009057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治中国网络电视湖南频
道两本工作证姓名:谭晓文、
谭晓武编号为 :8036、8037
系伪造。 自登报之日起本频
道不负责任何法律责任，如
有损害频道声誉，本频道追
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 明

岳阳市福香米业有限公司因不
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
农业发展银行华容支行，核
准号：J55730000845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福香米业有限公司因不
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62300008450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陈言之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430102199605102018声明作废。

白绒遗失长沙医学院报到证，编
号 200910823300412，声明作废。

长沙光永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
0019581501,开户银行为长沙
银行湘银支行，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长沙成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2张,发票代码:4
300124620,发票号 02885061、
02885167,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市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7月 23日

受邵阳五金交电化工采购供应站解散关闭清算组委托，我们定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38 分在邵阳市西湖路国土大厦国土交
易中心大厅依法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转让：标的一、位于
邵阳市双清区东大路 219 号（现变更为邵阳市东大路 294 号）办
公楼的临街门面 16 间。 按自东向西每二间门面作为一个小标的
（见门牌编号），每个小标的使用面积约 60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为
100万元每个小标的。 标的二、 位于邵阳市双清区东大路 219 号
（现变更为邵阳市东大路 294 号）的二楼房地产（原办公楼），建筑
面积约 700平方米。竞买保证金为 180万元。标的三、位于邵阳市
双清区东大路 219号（现变更为邵阳市东大路 294 号）的三楼房地产
（原办公楼），建筑面积约 700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为 180万元。

本次标的物按现状拍卖，其建筑面积和土地使用权面积以相关部
门实测核定为准。 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
休）， 意向竞买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00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帐户， 并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30 前持交款凭证、有效身份证照先到本
次联合报名地点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填写《意向受让申请书》并
办理竞买有关手续。竞买保证金以 2014年 8月 20日下午 5:00前
到帐为有效。详情请与我们联系，并请登陆网站：www.sycqzx.com
邵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
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联系电话：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 (交易中心)
邵阳市拍卖公司地址：邵阳市西湖路国土大厦南栋 406室
联系电话：0739-5318958（办公）

13973959102（周先生）
监督电话： 5361976 (市国资委)

5430955 (市商务局)

湘 AT9236的曹太忠：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已
向你邮寄 《行政处罚决定
书》， 因信件未收取退回，现
我局向你公告送达， 请你于
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
位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
期未来领取， 则视为送达。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7月 23日

公 告
湘 AC9705 杨 清 兰 、 湘
A1HJ42 肖淑军、 湘 AUT362
刘风岗、 湘 AHX359 粟泽奇、
湘 A06L12 陈亮、 湘 AQX718
彭恒、 湘 A6XR26 周良斌、湘
A2RZ66 李杰、 渐 BC5R13 张
志峰、湘 A2PT69陈启红：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逾期未
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
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7月 23日

公 告

公 告
湘 AH4H08张和富：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行政
处罚事前告知书》，《延长扣押
期限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
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7月 23日

长沙双六机电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2 年 3 月 16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2）S，注册号
430102000018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海安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5954874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长沙市地方税务
局其他收入发票 24 份，发票
代码 :243011330348， 发票号
码 :60132801、60132803 -601
328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几米映像婚纱摄
影店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09 月 21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333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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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602058576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谭灿英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22197103113063，声明作废。

焦广才(身份证号 4306241991
12075010)电工证遗失，声明作废。

姚喻，430105198109142015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湘潭中南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年 9
月 14日核发注册号 430300000
031785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维政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519860719511X声明作废。

常德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
681197804104917声明作废

罗恋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21
199001094124，声明作废。

本公司严正声明谭必武、林怡、
徐声文、杨合君都已与本公
司脱离劳动关系，以上人员从
2014 年 7 月 16 日起在外的一
切商业行为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以上人员如有利用湖南安保通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义进行的
商业活动，本公司概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湖南安保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23日

离职声明

李建平遗失保单号为 20506943
000014000924的发票，声明作废

孩子们在红石林手拉手夏令营体验课堂外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