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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彩助力亚锦赛?�玩竞彩更精彩
———现场扫码关注湖南体彩官方微信就送彩票

8月 8日是一个美好的日
子，对于湖南省郴州市 90028
体彩投注站也是一个大喜的
日 子 ， 因 为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5091期 1注一等奖， 奖金共
计 570万元，在这里诞生了！

然而截至目前 ， 中奖者
依然没有现身兑奖。 根据我
国《彩票管理条例》规定 ，彩
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
指定的地点兑奖。 逾期不兑
奖的视为弃奖， 纳入彩票公
益金。

本次大奖体彩投注站位
于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政府
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朋
友 时 常 从 那 里 路 过 ， 或 者

2015年 8月 6日曾去过那里 ，
又有买彩票的习惯， 那就请
细细回想一下， 在 8月 6日中
午 12点 37分时， 是否买过一
张 2元的大乐透彩票。

湖南体彩急寻570万元大奖得主

此大奖的最终截止兑奖日期
为：2015年 10月 8日 23:59：59，众
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一起寻找这
位大奖幸运儿吧！

9月23日，第28届男篮亚锦
赛在长沙激情开战，喜欢篮球、
喜欢竞彩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
场盛宴， 本届竞彩篮球游戏将
开售本届杯赛全部比赛。 猜中
胜负不难，大小分、让分胜负、
胜分差能猜中么？ 淘汰赛阶段
所有比赛和中国男篮所有比赛
将开售 这三 种 玩法 的单 场 投
注。看比赛之前投注竞彩，感觉

一定更精彩！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

益彩票，被誉为“公益事业的助
推器”、“体育事业的生命线”，
是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
划的重要支持者。 湖南体彩对
本届亚 锦 赛也 进行 了 大力 支
持，体彩元素出现在门票、道旗
上以及赛场里面 ， 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

据了解 ，9月 23日至 10月 3
日， 湖南体彩还在长沙民政学
院比赛现场推出“微信扫码彩
票派送”活动，只要扫二维码关
注湖南体彩官方微信 ， 即可获
赠3元的超级大乐透追加彩票。
每天派送1000张，派完为止，单
票最高可中1600万！

赛车改版受追捧
300万元派奖再现激情

温馨提示

继7月 15日赛车改版受到
彩友们追捧后，9月20日，“快乐
星期天300万元大派奖”活动火
爆开启， 全省各体彩赛车店热
火朝天，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
一点，全天84期开奖，期期有精
彩。各市州“点对点”帮扶培训
也在火热进行， 培训师详解派
奖规则和投注技巧，让“车迷”
们玩的开心，大收奖金，演绎了
实实在在的快乐星期天！

据统计，9月20日， 幸运赛
车“快乐星期天 300万元大派
奖” 活动首个奖日， 共销售
1799586元， 返奖1467396元，返
奖率达到81.54%。 五大玩法奖
金上涨30%，共派出奖金334748
元，派奖奖金还有2665252元等
待派送。下一个快乐星期天，就
在9月27日中秋节，赏月和赛车
超配哦， 一定让您度过一个别
样的中秋节！

派奖当天， 各赛车投注站
纷纷传出喜讯。据悉，邵阳市双
清区塔北西路 43号 09261体彩
赛车店当天共销售赛车 18122
元，返奖 21824元，返奖率高达
120.43%！周一上午，借着周日

派奖的好运， 又有彩民朋友多
次喜中赛车奖金。 由于中奖金
额都比较高， 该店业主拿着彩
票到邵阳分中心兑奖了， 他满
心欢喜地说：“这个赛车‘点对
点’培训还真是搞得好，把一部
分彩民朋友教会了。 正好第二
天又派奖， 这一部分彩民又带
动了一批不怎么玩赛车的彩
民。 大家接连中奖， 返奖率在
100%以上，这几天我真的是忙
得不亦乐乎。”

此外， 活动期间还将举行
“进赛车网点， 圆千万梦想”进
店有礼活动。 派奖日进入任意
一家体彩赛车店前 20名的朋
友，将各获赠一张3元的超级大
乐透彩票， 有机会中得1600万
元大奖！

●自有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为个人、私企、各类优质项
目低息、快捷解决资金难题，
须有价值抵、质押物（全国寻
代理）。 详询：023-89009131

重庆豪驰（集团）投资

遗失声明
长沙铋铃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招商银行长沙分行芙蓉支行
开户许可证和印鉴卡，账号：73
1903799510806，核准号：J55
10012632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赤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0111000008507 的营
业执照副本 1 号（S），声明作废

38私企老板美少妇风情万种经济佳
房车齐不愿婚约交友 13786112632

59丧，女成家收入稳定独住房无不良
嗜好征 54 下外地女 15873169895

40 离无孩 178 事业单位房 2 套风
趣幽默征婚况不限女 15111233789

54丧孩成家拆迁户有房及门面出租
贤妻良母征上门男 13142019199

45离孩独立生意人有住房时尚得体
征地域不限本份男 13548945302

爱心驿站婚友

女
女
男
男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女

◆征婚： 女 33 岁离知书达理经济优
情感无依首次征婚诚寻心善稳重男
为夫共发展有孩可 13600402029

遗失声明
湖南省晨曦农工商实业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周建安，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证，地湘税字：
430124689542191，声明作废。

公 告
陈克，身份证 43072119630204
2239，擅自离开工作单位多日。
请你于 2015 年 9 月底前回单位。
逾期不回，我单位将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
关规定处理。

安乡县科技局
2015年 9月 24日

遗失声明
湖南农业大学遗失深圳市掌网
立体时代视讯技术有限公司增
值税发票两张，发票号为 0583
6040、026587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衡大电器维修部遗失湖
南国美电器开具的壹万元质保
金收据，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市分公司星沙营销服务
部不慎遗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21
140005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抵押权人湖南湘隆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将抵押人张谦位于韶山
路 1、2、3、4 栋 708 号的房屋
他项权证遗失（编号：长房权
证雨花字第 710178926 号），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张家界军华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地址 :张家界市永定区
官黎坪街道居委会 6组
电话:13574408278

遗失声明
张家界军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
分局 2010 年 12 月 16 日核发注册
号为 430802000006834（1-1）S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普瑞康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以下分店营业执照正本：湖
南普瑞康医药有限公司万家丽
路分店（注册号：4301000001
36064）；湖南普瑞康医药有限
公司马王堆分店（注册号：43
0100000136097）；湖南普瑞康
医药有限公司东湖渔场分店
（注册号：430100000136208）；
湖南普瑞康医药有限公司东牌
楼分店（注册号：4301000001
33154），现声明作废。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婚姻
调查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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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8000098

资金雄厚 全国直投

公告 声明

品种齐，酒质优，无门坎，支持
大。 厂家热线：400-876-7719

贵宾尊酒诚招代理

招商 促销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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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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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前期费用 ，下卡快
专业办理 13974947366信用卡办理

最新单人操作适用于斗牛、三
公、金花、三打哈多种玩法，进口
高清博士伦眼镜， 可看清扑克、
麻将、字牌、杯、碗、鱼虾等。 万能
麻将机，随意自摸全自动感应可
上门安装、即教即会。 八一路鸿
飞大厦 808 室 14789718888

扑克麻将牌技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扑克麻将
苹果安装普通扑克玩牌软件麻
将跑胡子筒子牌九触摸报牌
博士伦眼镜、变牌绝技 长沙火
车站凯旋大酒店 A栋 20楼13755058383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车辆转让
14 座的、 金龙牌、8 万公里、7
年、6 成新、平时用于早晚接送
幼 儿 ， 卖 价 12000 元 左 右
联系人：张老师：18684734842

诚招湖南各市州代理
“联合国世界和平小天使”才艺大
赛组委会 13549679519 肖主任

遗失声明
恩孚今朝实业有限公司今朝大
酒店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 2014年 7月 10日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及 IC卡，代码：73899799-4，
遗失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于 2014年 7月 23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
102738997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融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
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4300152130，发票号码
：01273537、01273538、0127
3539、01273540；发票代码 ：
4300151130，发票号码：0180
7699）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