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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玩乐A14

遗失声明
华容县华威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 2014 年 7 月 18 日湖南省畜
牧水产局核发的饲料生产许可
证，编号：湘饲证（2014）0
60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佳佳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市万家丽中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94300601
0006406675, 核 准 号 ：J5510
024053401, 编 号 :5510 -0105
5652,声明作废。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女 36未婚本科设计师独立住房形象好

择地域不限有孩男 13874907724

女 45离自开养身馆宽房独住秀丽端庄
征高素质有品位男 13875983492

女 50离孩成家经商有房有门面朴实善
良征有责任男为夫 13142022381

女 54离孩成家铁路机关退休独立住房
及门面征落户女方男 15873169895

男 47离孩对方公务员房车齐品行端正
儒雅大气征成家女 15580037287

男 58离女成家省机关处级干部 3×2 房
征实在女安享晚年 13142019199

快速代办信用卡额度大,下卡快,前期无
任何费用 18711002630

理财咨询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专业代办信用卡无前期费用，手续简便，
下卡快。 13007428701

无前期费用，下卡快专
业办理 13974947366大信用卡办理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放款
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54687专业代办信用卡

代办信用卡下卡快， 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29141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招商 促销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克拉币产业招商
至比特币问世，克拉币已成为
未来趋势 .详询 18229804252 高

便民服务 搬家●

无抵押无担保,息低下卡快,
前期无费用。 13077349657贷款办信用卡

资金雄厚，审批快捷，方式灵
活，区域不限，企业、个人资
金周转，优质项目在（扩）建
工程(房产、水电、能源、养殖、
农林业、矿山、学校、酒店、
餐饮、旅游、交通）等。
详询：

川朋投资

028-68999988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
★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在建工程、
IT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大 额 资 金
寻优质项目深发投资

028-67893333

下卡快息低，无抵押免担保，
前期零费用 13237311424办信用卡及贷款

雄厚资金，支持个人、企业各
类项目（矿产、地产、电站、
农林、林权、养殖、在建、扩
建、新建工程等）（区域不限）

时代锦华投资

400-027-0288、028-68899888

安徽盈聚投资
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电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矿山、
交通、在扩建工程等)轻松解决
资金困难。 诚聘驻地商务代理
袁经理：18297903069
邮箱：2089340843@qq.com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5210841133代办大额信用卡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
助（一千万起），轻松解决您
的资金困难， 手续简单快捷，
代缴保证金。百余人的专业
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驾护航。

400-9055-888

无需抵押，额度大，三天
可放款。 15608473936信用贷款

考证快取： 会计教师医护学历
职称建筑等 13332516331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贵州 药业德良方 提醒您

预防痔疮 身体健康
咨询电话 400-800-3678

前景好,有海外机构，保险公司
支持合作的网络产品项目寻求
合作，联系电话 ：15873182527

项目寻求合作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0731-82241122 Http：//www.gzjtn.com
法律商务咨询,行踪、婚姻找人债务。

换房换物
和田玉现货长期供应 15574992739

商铺 5000元/m2 起
河西新诚小区门面清盘出售,
成熟物业可经商可做仓库物流
15874155180、88211598

自有大额资金解决中小企
业、个人创业贷款，为各类工
程、矿山、农业、电站、房地产
贷款，300 万起贷，区域不限，
手续简便！ 重庆渝中区黄花园
023-89168198

大额资金 投资首选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007485260专业代办信用卡

公告 声明

河南方大建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分支机构招募
合作伙伴， 甲级招标代理、
甲级造价咨询、甲级监理。

招募合作伙伴
联系
电话

0371-86120858
15378780558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诚聘搬运工、司机

高价现金回收，出售奢侈
品，包包，15074956863长期

◆湖南澜瑞外文书进出口有限公
司，注册号 430721000022008，
法定代表人：比干鹏，经登记
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工商信息
◆常德市麒麟堂药业连锁有限公
司，注册号 430721000021992，
法定代表人：刮小平，经登记
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安乡县财源蔬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721NA000006X，声
明作废。

◆杨清华遗失安乡卫生职工中等
专业学校毕业证 1本，证号 98
0140，声明作废。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5 年 4 月 2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
本公司清算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三湘汽配城 5 栋 203-206
联系人：黄振华
电话：15973110280
长沙市声博士电声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清算组

2015年 4月 2日

遗失声明
湖南志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二），
代码号:68952358-0，登记号：
组代管 430424-004274-2。
湖南志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黄卫东湘建安 B[2013]0501
03081《安全考核 B证》。
湖南志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陈利平注册编号:湘 243111
216804《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 段洪锋遗失
《建筑工程职称证》，编号：
B080430104000001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明秋堂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08年 3月 2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30000224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雷智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葛瑞
联系电话：13055163537

◆余建军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20319840801402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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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后感觉脸上的皮肤紧绷绷的，照镜子
一看，脸上的皱纹竟然这么快就消失了，皮肤也变
嫩了， 感觉自己突然年轻了许多， 真的是太神奇
了。 ”来自井湾子的贺女士在体验美国极线音波拉
皮后惊喜不已。

时光飞逝，谁也阻挡不了衰老，看着皱纹一条
条出现，谁能了解女人化妆遮掩时的痛苦。 是不是
只有经历过手术的折磨和恢复期的不安才能找回
逝去的青春？

不！瑞澜整形在这里以好莱坞女明星们的亲身
体验为证，大声地宣布：手术除皱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不开刀不注射，只要 1 个小时，你就能瞬间更
年轻。

据了解， 达成这种效果的正是瑞澜国际整形
最新引进的世界最先进的除皱抗衰仪器———美国

极线音波拉皮。 该仪器采用最先进的超音波能量，
深层穿透深至真皮层及 SMAS 筋膜层， 产生近万
个凝结点，令胶原蛋白、纤维纵隔产生立即收缩并
刺激胶原蛋白大量新生和重组，构建全新的胶原蛋
白纤维网，实现紧肤、除皱、塑形等综合功效，无与
伦比的紧致拉提功效长达好几年。

为了让更多爱美者可以优先体验这台国际最
先进的除皱抗衰老仪器，瑞澜整形四月份特别推出
非手术抗衰老超值套餐， 从现在
开始凡来我院进行美国极线音波
拉皮者， 还可免费体验美国第三
代热玛吉，让您重回年轻时光，尽
享青春无限光彩。

1小时让您更年轻
世界最先进抗衰技术美国极线音波拉皮入驻瑞澜整形

瑞澜整形美丽预订热线：400-0418-188�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3月30日，湖南省直书画
家协会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书画展新闻发布会在长
沙举行。 书画展从即日起向
全国征稿， 年满18周岁的中
国公民及海外华人均可投
稿， 征稿时间为3月30日至6
月30日。本次书画展以“振兴
中华，勿忘国耻，关爱老兵”
为主题，于8月14日至16日在
湖南图书馆对外展出。

■记者 吴岱霞 陈薇

参加全国赛是中南
棒球社一直以来的目标。
2014年暑假，棒球社代表
学校参加了第十届中国
大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
这是湖南省的大学棒球
队首次亮相全国赛，唐紫
薇作为棒球社经理负责
后勤保障参与其中，他们
从学校争取了三千余元
的经费赴无锡参加比赛。

由于比赛时间长，经
费远远不够。最后，16人的
队伍在无锡呆了7天，每个

人自费千余元。 更遗憾的
是， 经验不足的他们未能
拿下一场胜利， 小组赛即
遭淘汰。 当理想被现实击
溃，唐紫薇记得，在连续输
球后，全队围坐在草地上无
语凝噎的场面。不过她也记
得，教练鼓励他们“好好练，
从头再来”的坚毅表情。

如今， 唐紫薇已成棒
球社的骨干， 她也锁定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
毕业前再参加一次全国
赛。 ■记者 王亮 刘涛

棒球，一个中国人并不感冒的运动项目。
在中南大学，却有一群学霸对它情有独钟，粉
末冶金研究院的大二女生唐紫薇就是其中一
员。 在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学霸眼里，“爱
情固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但棒球也不
错。” 这是唐紫薇在朋友圈里转发的一句话。

安静的举止、质朴的穿着，走在校园里
的唐紫薇与一般学生无二。但一换上棒球装
备，唐紫薇的气质立刻与众不同起来。“我没
啥特别的，主要还是沾了棒球的光。”唐紫薇
撇撇嘴，露出了一副“为什么记者会找上我”
的神情。

2013年，来自衡东县的唐紫薇考入中南大
学，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让她接触到很多新鲜
事物，包括棒球这种从未了解过的运动。社团
招新时，站着几位身穿棒球服男生的棒球社瞬
间吸引了她，“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近距离感
觉挺酷的，就想了解一下。”

中南大学棒球社创立于2010年，发展到
2013年时，依然是最小众的社团之一，稳定社
员只有20多人。棒球社人不多，能坚持下来的
都是铁粉。 唐紫薇在进步中开始了与棒球的
“热恋”， 而当年与她一起加入社团的50余名
新人中，现在仅存5名“战友”。别的女生业余
时间都在逛街、恋爱，唐紫薇则“混迹”于一群
男生中， 将精力投入在一项不被外界所理解
的运动上。有一个男生追求唐紫薇多年，知道
她喜欢棒球，专门送给她一副手套和球棒，不
过她还是没有答应，因为“感觉还是没到位”。

为了参加社团练习，她会经常逃掉晚自
习。中南大学作为国内一流学府，能考入的
基本是学霸。唐紫薇高中时也是稳坐班里头
把交椅，如今玩“球”丧志，后果可想而知。大
一两学期，她的专业排名都是班级第3名，大
二上学期就降到了第14名。“有得必有失。凭
借努力，学习成绩能够回升，而有些经历一
旦错过就再没有机会体验。”唐紫薇说道。

■记者 王亮 刘涛

4月1日， 由中国文联和
湖南省文联联合开展的湖南
省泸溪县乡镇中小学艺术课
程支教项目正式启动。 湖南
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秘书长夏义生， 泸溪县委常
委、 宣传部长向鸿雁出席并
讲话。10位来自黑龙江、贵州
和湖南的音乐、 美术专业文
艺人才奔赴泸溪县4所乡镇
中小学开展文艺支教工作。

■记者 吴岱霞

支教项目落户泸溪

纪念抗战书画展征稿

3月31日晚，歌手汪苏泷
带着虾米音乐“音乐进化论
2.0版” 在中南大学举行音乐
会并接受专访。谈起李荣浩等
唱作型歌手通过电视节目走
红， 这位新生代歌手却表示，
“通过电视节目走红， 这也许
是好事，但也同时是唱片行业
的悲哀。因为也许你做了很多
张好唱片，都没有上一次电视
节目被大家认知的要快。不过
电视节目也让大家的目光更
多地回到了音乐，有好有坏。”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音乐人电视走红好吗？

最难忘：首次参加全国棒球赛

“紫薇”不爱裙装爱裤装
中南大学女学霸：爱情美好，棒球也不错

唐紫薇棒球
酷装英姿飒爽。
记者 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