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冠1/4决赛15日凌晨打响，聚焦马德里德比

赢了才是好湖南的各位羽毛球爱好者， 今年的
“羽林争霸”又要开始了，目前报名已经启
动。把握战机，赶紧加入吧，你将有机会站
上全球羽球赛事的顶级赛场。

针对大众业余体育竞赛的特点，今年
比赛引入全新的“双败淘汰+抽签对阵”赛
制。“双败淘汰”让参赛球队在一开始都处
于同一起跑线上。通过抽签在第一轮有机
会与其他31支球队的任意1支进行对决，
而不是像往年一样只与本小组固定的球队
比拼，避免了产生死亡小组的可能性，使赛
事更有挑战性，增加了弱队出线的可能性。
本届“羽林争霸”比赛将从4月25日正式打
响，分为城市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
7月份决出总冠军。在8月中旬“羽林争霸”
获得总冠军的队伍将赴印尼， 担任2015羽
毛球世锦赛决赛开球嘉宾， 并在世锦赛比
赛场地史纳延体育馆与陶菲克率领的印尼
俱乐部代表队进行一场友谊赛。

这么重要的羽毛球赛事，当然不能少
了羽球大省湖南球队的身影。 湖南赛区
的比赛于全国比赛的4月25日同步启动，
我省4个城市站点分别是长沙、 株洲、湘
潭、益阳，每个城市站冠军队伍即可晋级
大区赛，代表湖南征战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华
南大区赛。目前，“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
报名电话：0731-82566463。 ■记者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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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下午3点，由湖南省女画家协
会、湖南省藏福美术馆主办的“四月亦是
春 2015———湖南省女画家协会水墨人
物展”在湖南省藏福美术馆开幕。

本次参展艺术家有谢丽芳、 戴一黎、
周素莲、肖文、何唯娜、刘坚、尹红、陈越
华、雷玲、周玲子、王奋英、梁晖、黄煦然，
展出作品70余幅。展出作品均为水墨人物
题材。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5日。
■记者 吴岱霞

本周三和周四凌晨，4
场欧冠1/4决赛将举行。其
中，西甲可谓强势，联赛前3
名全部进入8强， 而皇家马
德里和马德里竞技这场西
甲内战， 更是4场较量中最
引人关注的。 两队在联赛、
杯赛、欧冠各种交手，踢得
分外眼红。不管皇马还是马
竞，赢了比赛才是好“马”。

关于皇马和马竞对决
的噱头，估计不懂球的女生
都能说上几个。首先是同城
德比，其次两队是上赛季欧
冠决赛的对手，保证了比赛
的水准。最后，本赛季两队
已在联赛、国王杯以及西班
牙超级杯上踢了6场比赛，
马德里竞技4胜2平占据压
倒性优势，尤其是第22轮的
联赛， 皇马0∶4输得底裤朝
天。这一切，都让即将到来
的西甲内战充满了看点，也
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本赛季皇马队的表现
较上赛季的确有所落差，联
赛中高开低走，表现起起伏
伏，在各赛场对阵马竞6次，
居然一场未赢，也着实有点
离谱。不过，欧冠的分量显
然不是西甲联赛、国王杯等
能够相比的，管他之前的比
赛结果如何，两匹“马”到底
谁是“骡子”谁是“马”，欧冠
淘汰赛的比分才更有说服
力。目前，两队人员都比较
齐整，皇马的贝尔、马竞的
曼朱基齐等大将都已伤愈
复出，两队近期的状态也都

火热，联赛中均为2球取胜。
因此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比
赛过程应该不会令球迷失
望。

其他三场对决，巴塞罗
那迎战巴黎圣日耳曼，波尔
图冲击拜仁慕尼黑，尤文图
斯将对阵摩纳哥。从小编的
口味来看，更希望有黑马挺
身而出。巴黎圣日耳曼和波
尔图这种很久没有在欧冠
淘汰赛露脸的球队，如能给
巴萨、拜仁这些大佬一个下
马威，岂不是能让今年的欧
冠更有趣味一些？爆它个冷
门，也能刷刷存在，抢抢马
德里德比的风头。

■记者 王亮 刘涛

4月12日，中国著名养生
学家、 武学家朱鹤亭在长沙
与湖南省武术协会进行交
流，共同探讨武术的发展。

在来到长沙前， 朱鹤亭
先到了邵阳， 主持召开中国
民间武术家联合会2015年的
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也是第
十届武林大会的筹备会。对
于选择邵阳开工作会议，朱
鹤亭表示：“邵阳是我们联合
会大成拳的总部， 大成拳从
这里发展起来， 氛围很好。”
第十届武林大会将于今年9
月在贵阳举行。 朱鹤亭告诉

记者 ，
此前 9届
武林大会 ，
在湖南举行了4
次。

12日， 朱鹤亭
来到长沙， 与湖南省
武术协会主席陈正
培、长沙市太极拳运动协
会秘书长邹泽群就武术发
展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国
家现在非常重视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进入了一个发展的
黄金时期。

■记者 刘涛

朱鹤亭来湘交流武术

去看女画家水墨画展

把握战机
羽林争霸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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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国有企业资产

转让公告
2015 年第 08号

经衡阳市国资委批示， 同意依法
依规按程序公开处置衡阳量具刃
具总厂已核销、 部分未核销和衡
阳瑞杰公司资产， 挂牌底价为
733143.27元。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限内，携
带有效身份证明和 22 万元履约
保证金前来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索取转让本标的物
相关资料，办理申购手续。交易方
式及时间另行通知。
挂牌公告期限：2015 年 4 月 14
日至 2015年 5月 12日
详情请登录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网站 www.hylhjy.com
联系电话：0734-8215619
联系地址：衡阳市解放大道 16号
邮编：421001
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14日

遗失声明
湖南省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咨
询公司不慎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二 张 ， 发 票 代 码 ：
4300141620， 发票号码：00771556
（金额 64850元）、00881376（金额
36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电力公司遗失由永顺县
工商局 2010 年 11 月 30 日核
发的注册号码为：4331270000
4893 (2 -2 )N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松柏镇人民政府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本。 票
号为：湘财通字 (2013)137226621-
13722664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起点琴行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06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2300
3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菲翔电脑经营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L5297738-5，声明作废。

高价现金回收，出售奢侈
品，包包，15074956863长期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32未婚本科会计师独女自有房清纯
乖巧择城市不限男 13875983492女

女 37 离本科私营主有房车高挑秀丽
优雅端庄征性格好男 13142022381
41 离无孩会计师房 2 套知书达理
善良有爱心征有孩男 13142019199女

女 54丧孩成家个体多套房征地域
不限本份男上门 15873169895
40 离未育公务员房 2 套阳光上进博
学多才征 35下婚况不限女 82536102男

男 男 50离女成家工程头房 2套大度大气
好性格征城乡不限女 15580037287
38 单身贵族有房车迷人身段“峰”润
妩媚不谈婚嫁浪漫交友 13874907724女

女 38离 160温柔贤惠经商独居不谈
婚姻交 60内男为密友 18073152693

交友择偶 84321711

价格面议。 湘潭县梅林桥,107
国道易俗河旁。 13203205998

30亩工业用地转让

便民服务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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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诚聘搬运工、司机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3007485260专业代办信用卡

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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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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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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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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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代办信用卡额度大,下卡快,前期无
任何费用 18711002630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矿山、
房地产、电站、种（养殖）、制造
加工、交通、学校、在建工程
等 ， 轻 松 解 决 资 金 困 难 。
成都市永丰路恒丰银行 8 楼
电话：028-68000866

弘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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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声明

普通牌技术玩遍所有扑克麻将， 高科
技分析仪三公、斗牛、金花、跑胡子
包赢。隐形扑克麻将，安装包赢麻将
程序，骰子。长沙马王堆银港 C区 1
单元 15A。

牌技绝学

1397510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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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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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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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房换物
和田玉现货长期供应 1557499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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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在长沙新天宾馆
办公楼二楼 2 号会议室公开拍
卖车辆一批，车型有帕萨特、别
克、五十铃厢式货车等，有意竞
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
金进账凭证（每台 2 万元）于 4
月 21 日 17 时前到我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地点：
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4 月 20-21 日（9
点到 12点，14 点半到 17 点）到
湖南俊和二手车城（南二环羊
城餐馆旁）、湖南省工商局地下
车库、金丹大厦（五十铃厢式货
车）看车。 公司地址：长沙市八
一路 20号日出东方大厦 708 室
保证金缴纳账号：80003798990
2012；开户行：长沙银行湘银支
行；户名：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
司（备注：姓名+竞买保证金）
电话：82827770 13677355816 蒋
工商监督电话：89971678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依产权人和共有权人的申请，
将位于望城区铜官镇 口子的
私有房屋为陈佩纯的共有权证
08975号权证声明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

声明作废
依产权人和共有权人的申请，
将位于望城区铜官镇双华岭的
私有房屋为陈耀军的共有权证
08771号权证声明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住房保障局

遗失声明
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宜春碧桂园投资有限公司建
筑安装发票一张，工程名称：
宜春碧桂园凤凰城一期样板房
室内精装修工程（第二标段）。
发票代码：236001420002，
发票号码：10815133，金额：
1045707.41 元，（壹佰零肆万
伍仟柒佰零柒圆肆角壹分）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赫曦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通用机打发票 11 份，号码:03
843621 至 03843631,声明作废。

常德市桥南市场旁、 地段最好、
人气最旺、宾馆出售、二证齐全、
价格便宜！ 电话：15886653988

2000m2 宾馆出售

遗失声明
长沙亚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代码:
4300142140，发票号码:008751
01-008751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先河御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证 号 :SP4301041510080446，
声明作废。

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