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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中甲末轮湘涛生死战
11月1日， 湖南湘涛队将迎来

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在益阳主场
迎战哈尔滨毅腾。

目前的形势是， 湘涛和北理工
都积26分，江西联盛积23分。最后
一场比赛，湘涛将在主场迎战积47
分、排名第5的哈尔滨毅腾，北理工
则客场挑战江西。在末轮比赛中，湘
涛只有战胜毅腾， 才能确保保级成
功。 ■记者 叶竹

27日上午，全省美术书法摄影
精品展开幕式在湘潭齐白石纪念
馆举行。

此次展览是第五届湖南艺术节
的主要艺术活动之一， 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和湘潭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 共展出艺术作品443
件，其中美术、书法各147件，摄影149
件，包含“齐白石艺术奖”美术、书法作
品各8件，美术优秀作品10件、书法优
秀作品12件以及摄影优秀作品20件。

从今年4月份开始，在全省开展了
全省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作品征集选
拔活动， 共有1100件作品进入省评环
节。此外，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了“齐
白石艺术奖”， 以激励文艺工作者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记者 薛琳

千余展品亮相湖湘工艺美术创意成果展

小小工艺品，全年700亿

现场
千余宝贝亮相展览会

湖湘工艺美术创意成果
展” 是第五届湖南艺术节的
主要艺术活动之一， 由省文
化厅文化产业处牵头， 长沙
文广新局、 湖南省工艺美术
馆执行承办。

整个专业展区面积达
2500平方米， 面向全省14个
市州公开征集遴选石雕、木
雕、根雕、竹雕、陶瓷、刺绣、
织锦、剪纸、砂石画、竹编、烙
画、 金属及其他民族民间工
艺品等50多个种类的工艺美
术作品1000余件， 并特邀一
批国家级、 省级工艺美术大
师联合参展。

展会设立创意奖和新人
奖，奖项根据官网、微信、展
厅投票情况， 综合专家评议
意见，公正公平公开进行。

美术书法摄影展湘潭开展

金融美协鹤龙湖写生
24日， 湖南金融美协筹备组采

风团组织美术家及爱好者一行10多
人，来到湘阴鹤龙湖镇采风写生。

湖南金融美协筹备组采风团走
进湖区、观察大蟹，对景写生，或速
写、或国画、或油画、或拍照，纷纷捕
捉自己所需的素材。 短短的一天时
间，大家合作了一幅六尺“和谐图”及
一批以蟹为题的书法国画油画作品。
同时，为鹤龙湖口味蟹品牌农庄“湖乡
人家”题写了店名，希望用浓郁的文化
艺术作品装点的“湖乡人家”将更加生
意兴隆。

这次集体采风活动，是美术协会
筹备期间部分金融美术家初次沟通、
学习的平台。也是金融系统艺术家深
入生活，深入基层，围绕金融，积极开
展主题性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通讯员 胡伟

青运会长沙获5金8银
27日， 首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

福建闭幕。
长沙代表团此次共派出了144名

运动员，参加了举重、体操、田径、柔
道、摔跤、跆拳道、射击、篮球、羽毛球、
赛艇、皮划艇、游泳、跳水、蹦床、乒乓
球等项目的比赛，最终取得5金8银12
铜的成绩。5枚金牌皆来自举重、体操
这两个项目。 ■记者 叶竹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新渠道业务部遗
失以下单证，声明作废。 电话
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格
式)5份，单证流水号:PCC01
0006152000039926-PCC01
0006152000039930。

◆董文利遗失保险执业证，编号
02000243018100202014001208作废

遗失声明
花垣县铁牛农业机械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由花垣县工商局
2011年 12月 30核发的注册号码
为：433124000009322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花垣县润隆德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
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杨永清 电话：13487831777
花垣县润隆德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注销公告
花垣县铁牛农业机械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决定注销本公司，
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滕树广、电话：13787921880
花垣县铁牛农业机械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
岳阳市海纳物流有限公司危货
运输分公司遗失湘 F0143挂的
移动式压力容器证，登记证编
号 HNLA0519F型号 HT94
07GY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南大学遗失湖南省地方税务
局非经营性收入专用手写发票，
发票代码:243011530123，发
票号码:60026151-60026153
(3份)，声明作废。

◆潘磊遗失士兵证，证件号码为
181034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帕拉赛尔苏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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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锋，
电话：18229902499

遗失声明
湖南和顺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丛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430121561718901,声明作废。

◆盛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10
4197711280014，声明作废。

◆谢扬涛，430525197912198512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祥龙石油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预留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胡卫红遗失长国用 2008第 0353
06号，雨花区人民路国土证作废。

◆贾超翔(身份证号 142427198701
250928）遗失位于晟通城的集
体户口，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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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湘 AG186E的李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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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再次对
你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
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
执行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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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0月 28日

公 告
湘 A1UM80 廖忠、湘 APF832
张国庆、湘 AVM220游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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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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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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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0月 28日

公 告
湘 AVM220游从炎、湘 A3H
A78周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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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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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执行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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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0月 28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大众装饰
建材商行遗失公章一枚，作废。

市中心人民中路湘雅
二医院对面、地质中学
旁有两室一厅住房出
租，装修设施全。 电话：

两室一厅招租

13875869988（张）遗失声明
长沙市路特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将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金小平）遗失，声明作废。

记者从邵阳市体协获知，10
月26日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剑）比赛
在广西北海举行，全国共29支代表
队参加。邵阳市太极拳协会组队代
表湖南省参赛， 喜获42式太极拳
（剑）竞赛集体第一名。据悉，这是该
市连续第四年在全国老年人太极

拳（剑）比赛荣获集体第一名。
太极拳是国家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集武术、艺术、导引
术、中医学完美结合的一项优秀
全民健身运动项目。近年来，为推
进全民太极健身运动，提高邵阳
人民生活质量，邵阳市太极拳协

会在杨庆轩会长、封江波等一批
国家级体育指导员的带领下，大
力传播太极养生文化，积极推动
全民健身，在市内建立25个辅导
站，发展学员4000余人，培养了
一批太极拳精英，连续五年获得
湖南省老年人太极拳比赛集体

第一名。自2012年至今，连续四
年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老年人
太极拳比赛且荣获第一名，并在
今年第十三届香港国际武术节
取得12金7银的好成绩。

■通讯员 周卫长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邵阳市太极拳协会代表队参加全国大赛，喜获四连冠

“好神奇， 砂石还可以做这个!”
27日，“湖湘工艺美术创意成果展”在
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开幕，1000多件
湖湘工艺精品向公众开放，它充分展
示了我省工艺美术行业创新创意成
果。据介绍，展览时间是10月27日至
11月16日，向市民们免费开放。

产业
全行业年产值近700亿元

湖南传统工艺美术品类
众多，技艺精湛。据记者了解，
近年来， 随着湖南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建设文化大省战略
的实施， 湖南工艺美术行业依
靠得天独厚的基础优势、 资源
优势、技艺优势，得到了快速发
展。目前已形成了雕塑工艺类、
金属工艺类、漆器工艺类、花画
工艺类、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
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珠宝首
饰类、民族工艺品、美术陶瓷、
烟花爆竹十大类近百个品种，
湘绣、烟花爆竹、菊花石雕、艺
术陶瓷、金属工艺、土家织锦等
知名品类享誉中外。

据资料显示， 全省传统
工艺美术行业已有5000多家
生产企业， 近200万从业人
员，全行业年产值达近700亿
元，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记者 吴岱霞

很多大学生前来观展。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