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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看台A14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润工程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俊遗失第二代身份证，编号：
430104197910204612，声明作废。

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被执行人肖石燕、肖妙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对被执行人肖石
燕名下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金星北路四段 229 号盈峰翠邸小区宝翠园
小区 20 栋 102 房进行了评估并委托拍卖机构进行公开拍卖， 经三次
拍卖，均已流拍。 现申请执行人不同意以物抵债并申请本院依法变卖
该房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
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依法将被执行人的上述财产
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进行变卖，现将有关变卖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卖财产：长沙市望城区金星北路四段 229 号盈峰翠邸小区宝翠
园小区 20 栋 102 房（权证号码：711004669， 产权面积：272.95 平方
米），该房用途为住宅；二、变卖价格及交付条件：变卖价格为人民币
117.8418 万元，同时买受人承担标的物的产权过户的所有费用，变卖
成交后六个月内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并交付房屋；三、应买方式：自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内有任意一竞买人一次性足额缴款， 变卖即
终止；四、多人应买时的处理：以第一个一次性足额将款项汇至本院指
定账户的买受人竞得。 五、变卖地点：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A306办公室。六、联系电话：0731-84816548七、汇款账户：长沙市开福
区人民法院（开户行：长沙银行北
城支行，账号：800032165320014）。

特此公告

变 卖 公 告
（2013）开执字第 01384号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人名刘跃良，因疏忽遗失购车
的机动车统一发票，身份证:4301
24197911031018，发票代码:1430
01420660，发票号码:00178201，
车辆型号:轻型客车，车架号:LCR
6U3116DX613095，金额:23500，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高桥大市场
新百佳配送商行遗失预留在中
国建设银行高桥支行的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顺汇通经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德政园
10栋 3106 房，联系人: 刘炎东，
电话：13687306677

注销公告

罗伟 (430281199508014535) 不
慎遗失湖南明泰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佳兆业)收据及发票 4 张,
票号分别为 20000776(金额 2 万
元 )、20001041 (金额 3889 元 )、
20001040(金额 51153 元)、7310
11897(金额 12581元)现声明作废。

湖南恒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 遗失核准号 :J561000037
1802 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
G1043010200037180P机构信用
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颜江民私
章 1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桥驿镇龙塘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编码:
0000261165。 代码:B99430122
01037930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奥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430105183800931 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 IC 卡 18380093-1 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
咨询公司遗失湖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 年 6 月 9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
430000000045809（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流浪无名氏， 男，60 岁左右，
身高 1 米 65 左右， 体型偏瘦。
无任何身份信息，9 月 10 日晚
9 点半左右在开福区中山路接
群众报警， 该男躺于路边不省
人事， 通泰街派出所于晚上 10
点将该男子送入老年病医院。
入院时该男子处于昏迷状态，
初步诊断为脑出血，经抗休克、
抗炎治疗无效于 9 月 11 日凌
晨 3：30分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
上述特征， 请符合上述特征的
该男子家属于公告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前来认领。 联系电话：
86784189，开福区民政局。

尸体认领公告

公告声明

董亚奎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320305197906221219声明作废。

赵聪 2006年 7月 4日签发身份
证 432524198912316419,作废。

骆凤球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1195002257927声明作废。

唐国峰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32119850215833X ，声明作废

刘明河遗失警官证，证号:(湘
字)1802532，声明作废。

罗小雄遗失汽车维修二级技师证，
证号:1018001054200074，特此声
明作废。

饶慕玲遗失残疾证，证号:430102
19981207072552，声明作废。

李建辉遗失美容主诊医师证，
编号:A32-03000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育峰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书，
执业证号:14301201211576665，
流水号:10330574，声明作废。

黄鹤遗失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
院视觉传达专业结业证，身份
证 432501199005037520，声明作废。

易武其身份证遗失，证号：4302
21199011067512，声明作废。

长沙市金特裕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
大道 766 号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14层 027房，联系人：伍业宁
电话：18975831088

注销公告

长沙凛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康磊，电话 15873126262

注销公告

长沙迅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中路 129 号
碧云天商住楼 2504房，联系人:
季武，电话：15367910627

注销公告 湖南湘一电缆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号：
0558169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思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3043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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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如果说今年西甲将延续
去年三强争霸的局面，那么本
场马德里德比将成为赛季初
的一道风向标，输球的一方恐
怕要费很大的工夫，方能扭转
不利开局。转会期，皇马大手
笔引进J罗和克罗斯， 马竞则
在抛售科斯塔、放走库尔图瓦
之后，引入曼朱基齐、切尔奇
等人， 彻底走上实用主义路
线。这些都将成为新赛季马德
里德比的看点。

然而这些所谓噱头，都只
能称之为“广告”。 比赛的关
键，还得看“疗效”。

FIFA病毒来袭， 有病你
就得治。过去的一周，遇上国
际足联比赛日，皇马和马竞的
球员们可都累坏了。 皇马阵
中，拉莫斯、莫德里奇、贝尔都
是各自国家队攻防核心，虽说
都有抢眼表现，但体能上的消
耗也是显而易见的。 马竞方
面，曼朱基齐、图兰、吉梅内斯
也承受了奔波之苦，更要命的
是， 由于队里南美球员甚多，
马竞12名国脚飞行距离是皇
马的两倍，出场总时间也比皇
马多了100多分钟。如此困境
下，两队或许都难以最强阵容
出战，比赛精彩程度也必将打
折。 ■记者 陈普庄

9月12日（周五）

19:30�男篮对抗赛中国VS约旦PPTV

9月13日（周六）

02:30�德甲 勒沃库森VS不莱梅
PPTV�

19:45�英超阿森纳VS曼城上海体育
22:00�西甲 巴萨VS毕尔巴鄂

广东体育

9月14日（周日）

02:45�意甲尤文VS�乌迪内斯 PPTV�
21:00�意甲 国米VS莎索罗欧洲足球
23:00�英超 曼联VS�女王公园

上海体育

9月14日2:00�西甲 皇马VS马竞 CCTV5

马德里德比，不看广告看疗效

法国队又把冷风吹
到男篮世界杯了，在当家
球星帕克缺阵的情况下，
居然又一次刮倒了东道
主、 夺冠热门西班牙，成
功挺进半决赛。 他们给主
场球迷泼了一盆大冷水
的同时，也间接帮美国队

夺冠当了一回“清道夫”。
当然，法国队也许有

一丝机会把冷风吹到最
后， 干掉全民公敌美国
队。不过前提是他们先要
在半决赛中战胜另一支
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

■记者 潘梁平

9月14日，本周日16:00，
湖南湘涛将在主场迎来武汉
卓尔队。由于两队历史上的恩
怨，这或许是湘涛队本赛季迄
今最受关注的比赛。

两湖德比、 冲甲时两队
决赛相遇、 双方球迷多次爆
发冲突……这些过往的恩怨
都让湘涛和武汉每次碰面都
从场上斗到场外。目前，武汉
队排名积分榜第二， 湘涛队
排在第五， 双方实力比较接
近。湘涛近期不在状态，连续
四轮不胜，也许这场德比能让
球队重新找回赢球的感觉。

三湘华声主办的湘涛竞
猜启动，只要猜中本场比分，
就有机会获得红牛饮料湖南
分公司提供的红牛饮料1箱。
连续猜中胜负有机会获得红
牛1件和运动水壶、音箱等大
礼。 ■记者 刘涛

11日，记者得知凤凰视频与江苏卫视
联合打造的大型纪录片《你所不知道的中
国》 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播出。《你所不
知道的中国》以现代文明和古老文明为两
大主题线路，以古老技艺、风土人情、传奇
历史、神秘物种为主要表现内容，邀请孟
非、贾平凹、谭咏麟、李克群等34位嘉宾分
赴34个省级行政区探秘（含港澳台），为广
大观众呈现了一个神奇中国。该片将于10
月1日至11月8日期间，每周一至周六在江
苏卫视和凤凰视频同步首播，每集一个省
份，一共34集。 ■记者 袁欣

江苏卫视凤凰视频强强联手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国庆上档

9月11日， “圣湖之
巅，挥动传奇———2014张
家界中韩高尔夫极限19
洞名人挑战赛”新闻发布
会在长沙举行，比赛将于
27日在张家界挥杆，中韩
两队各派6名选手， 其中
包括张连伟、金昊涉等高
尔夫名将。

对抗赛分为传统的
18洞比赛和19洞极限挑
战赛。 最引人关注的无
疑是第19洞的对决 。第
19洞的赛场设在宝峰湖
上。发球台设置在宝峰湖
岸边山头悬崖上，果岭则
设置在宝峰湖湖面上。果
岭与发球台的水平距离
超过190米， 两者的落差

则超过80米，果岭的面积
为280平方米， 这相当于
正常果岭面积的1/4。

12名选手完成18洞
的比赛后， 将乘坐直升
机到达发球台。 每个人
有3次击球机会，从悬崖
上击球后如果球落在果
岭， 则要下到果岭继续
击球。 最终获胜的一方
将获得 100万元人民币
的奖励， 这部分奖金将
全部捐给慈善事业 。而
最刺激的奖励则是一杆
进洞奖———任何一名选
手如果能在发球台一杆
进洞， 就将获得主办方
100万美元的奖励。

■记者 刘涛

去哪儿

看陈乃广画水彩
9月13日至10月8日，陈乃广水彩画展

将在月湖公园月湖时当代艺术中心举行。
陈乃广先生这次个展是继2013年他在湖
南个展后的延续，为准备这次展览，主办
方从他过去两年创作的近百幅作品中精
选了30余幅进行展出， 展览期间将举办
“艺术与家装”的跨界论坛，观众不仅可以
欣赏到唯美灵动的水彩作品，同时也有机
会参与一次最具思想性的艺术跨界论坛。

■记者 龚旭东

本周末，2014保利“舞动西海岸”广场
舞大赛将在保利西海岸营销中心举行。本
次大赛由长沙市体育局、湖南体育产业集
团主办。届时，将有来自市内五个区的30
支队伍共计8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据悉，
本次比赛所有参赛队伍皆由市体育局、各
区文体局推荐，赛事级别可以说是广场舞
中的精英赛。对广场舞有兴趣的市民可去
现场观看。 ■记者 潘梁平

赏广场舞大赛

湘菜是湖南一张耀眼的名片，位列“八
大菜系”之一。从“湘风小吃源头”火宫殿，
到“湘菜黄埔军校”玉楼东，这些湘菜百年
老字号无不自成一系，一脉相承，凝聚着古
老的传统文化精华， 散发出神秘的饮食艺
术气息。9月13日9：30，长沙简牍博物馆市
民文化遗产讲堂特邀湘菜文化研究学者江
异带您走进湘菜老字号的历史，去体味那些
兴衰荣辱背后的故事。 ■记者 吴岱霞

听“湘菜老故事”

14日16:00�湘涛VS武汉
金鹰纪实频道

两湖德比，
周日火爆上演

登 录 http://haowan.voc.
com.cn， 点击相关主题帖报
名竞猜，留下真实姓名、电话
和答案。

参与方式

湘涛VS武汉趣味秒杀问
题：谁吃到本场比赛第一张黄
牌？将抽取2名猜中者，分别送
出极地体育和湘涛俱乐部提
供的JOMA湘涛比赛服1套。如
无黄牌，累计至下一轮开出。

趣味秒杀

中韩高球名将决战张家界
一杆进洞奖达100万美元

9月13日（周六）
04:00��半决赛 法国VS塞尔维亚
9月15日（周一）
03:00�决赛 对阵未定 CCTV5

法国冷风能否吹到底

男篮世界杯 CCTV5

周末体育赛事荧屏

迪奥是法国获胜的最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