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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孚仕瑞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
01210932777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众和钢塑共挤门窗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岳麓分局 2009年 1月 1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
4000009606，声明作废

◆陈琼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143012014117456
56， 流 水 号 :10601705， 特 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艺舞台服饰有限公司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08年 5月 7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430103000025874 的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 、副本 全 部 遗 失 ， 税 号 ：
430103799115764，声明全部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博耀保洁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4 年 11 月 26
日换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2
01122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430102091972592，声明全部作废。

解约公告
我司已于 2014年 6月 26 日与长沙
市芙蓉区一线通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部及其负责人周雪梅（身
份证 432902197909284224）解
除代理关系和商务合作关系；
于 2014 年 7 月 6 日与长沙市开福
区翔安商务咨询服务部及其负
责人张宇翔（身份证 43010519
8807217432）解除代理关系和
商务合作关系；于 2015 年 6 月 3
日与浏阳市八鑫商务咨询服务
部及其负责人田创（身份证
430111198602050736）解除
代理关系和商务合作关系。

特此公告。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华泰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15年 12月 7日

解除合同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盛超商务咨询服
务部及其负责人刘保国（身份
证 430102196009261019），
长沙市开福区勤诚达商务咨询
服务部及其负责人潘海峰（身
份证 43010319790823001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你们两方与我司共同签署的
《商务服务合同》《专属代理
人 (EA)手册》，经我司研究决
定于 2015 年 12 月 13 日与你们两
方解除代理关系与合作关系。
因通过多种方式仍无法联系到
你们两方及其负责人，现通过
公告方式向你们两方送达合同
解除通知书，请你们两方或依
法委托他人到我司办理相关手续。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三段 569 号湖南商会大厦东塔 7 楼
联系人：戚先生
联系电话：0731-88278587

特此公告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华泰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

2015年 12月 7日

遗失声明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不慎遗失交强险
定额保单（排气量：50-250CC
（含）2 份，印刷流水号：
1543264532、1543264724； 交
强险标志(携带型)7 份，印刷
流 水 号 ：1543008823、154300
8834、1543008893、1543156
593、1543159310、1543159430、
154315945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原（湖南）房地产代理有限
公司遗失定金收据四份，编号
为 0004203，0006996，0004204，
000447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绿航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
104301040163372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联飞通讯器材商
行遗失由长沙市黄泥街工商所
2010年 5月 31日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
102600157342，声明作废。

◆易宇遗失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证
书，编号：1053612007050034
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军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及印鉴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鑫利酒店用品商
行遗失税控机一台及税控机芯
片一张证号 51090219771016154
001 国税机打发票 100 份 143
001310128（17416201-17416
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天丽酒店用品商
行遗失税控机一台及税控机
芯片一张证号 43052119901127
236001国税机打发票 50份 14
3001410128（09140751-091408
00），声明作废。

速办各大中小企业，50万起
低息贷款，个人周转，创业，
无抵押，外地可。
联系人:15952012339林总
邮箱:2750476049@qq.com

江·浙·沪商会直投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速办大中小企业贷款。 300
万起贷,房地产，矿山，园林，
新能源，在建项目，林权、另
外专接政府优质大项目 ：

实力财团 全国直投

023-67660602、18623220577 罗

贵酷集团特别启事
优质贵酷系列白酒及芒果汁饮料，
厂方无条件招代理：400-876-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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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公告 声明

便民服务 搬家●

招商 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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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理财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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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前期费用 ，下卡快
专业办理 13974947366信用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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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提供留学美国WWW.DAME
IDAMEI.COM 美国金利来
房产管理咨询，圆您美国购房置业
梦WWW.GOODHOUSESIN
USA.COM 热线：4007056680

达美留学咨询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房产、
矿业、水电站、农林业、养殖、
在建工程、学校等。 企业及个
人可免抵押，轻松解决资金问
题，区域不限。 028-68800188

鼎鑫联投资 全国直投

全国直投、大额资金诚寻优质
项目、审批快、到位快、不收
费用，高新聘请业务代理底薪
1万+提成 电话：18100619191、
025-86573899 邮箱：xydtzfz@163.com

信亚达投资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
国际品牌 资金安全 专业团队
您满意就是我们鼎亿的宗旨

028-658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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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直投（各种矿产资源，房
地产，企业扩建，农牧养殖，
旅游业，资金周转等！ 诚招商
务代表：13721107609杜经理
邮箱：840913419@qq.com

安徽博航投资公司

公司资金直投、给企业做设备、
资产、土地、股权质押贷款。 主
做在建工程、能源矿产，养殖、
种植业。 电话：18913020855

蓝蒙投资

■记者 蔡平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跑
步者的世界也不例外。 当跑步
遇上“互联网+”，其中“钱景”更
不容小觑。

一个智能手机价格2000元
左右，一个运动手环价格百元，
再加上跑鞋、运动衣、计步器等
装备， 要想在朋友圈里晒一晒
自己的成绩， 没有几千元打底
可不容易做到。

【跑步经济】
一套基本装备数千元

出门开车，上、下楼电梯，
爱睡懒觉……“懒”了几十年之
后，48岁的市民陆立国最近爱
上了跑步锻炼，原因竟是“朋友
圈”。原来，陆立国的女儿帮他
在微信中关注了“微信运动”，
稳居运动排行榜倒数第一的他
开始寻求改变， 五千步、 一万
步、两万步……慢慢地，陆立国
发现自己有时也能占据“榜
首”。

朋友圈的“跑步江湖”带动
了一系列以健康为主题的社交
APP。在APP�Store中搜索关键
词“运动”，有4000多个相关主
题的APP，仅2014年，就有超过
10个运动APP获得风险投资。

2014年全民健身调查公报

显示，2014年人均体育消费
926元。 其中，20-29岁人群消
费水平最高，达到1162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以一名跑步者的基本装备为
例，跑鞋、护膝、腰包、水壶、压
缩裤、 紧身衣和有GPS功能的
手表或者手机， 全套价格在数
千元，更专业的甚至需要万元。

热衷于跑步的长沙白领宁
卓算了一笔朋友圈“跑步账”：
“普通智能手机价格2000元左
右，运动手环价格百元，再加上
跑鞋、运动衣、计步器等，在朋
友圈里晒成绩， 没有几千元打
底是不要想了。”

【跑步科技】
场景互联，虚拟现实交互

现今跑步装备已远远不止
衣、衫、鞋、包等穿着类产品，融
入高科技的跑步电子产品也是
“跑友”们的时尚追求。记者在
淘宝搜索发现， 光运动手环一
项， 销量排名前列的网店月销
售量都达到了上万件， 不少品
牌官方旗舰店月销售量都在十
万件以上。

耐克推出的一款跑步手
表， 有卡路里计算、GPS定位、
速度追踪、心率计算、计步、防
水等功能，可记录跑步资料，并
通过电脑、 手机同步向好友分

享，售价1200多元。
户外跑步受天气限制，越

来越多跑友选择在客厅阳台放
跑步机。 一款可与电视连接的
品牌跑步机很受欢迎， 可通过
一个视频盒与电视连接， 播放
世界知名景点的互动场景，场
景会根据使用者的跑步速度移
动，犹如在家中跑遍全世界。

【跑步趣味】
还可以边跑边自拍

为了方便跑友， 商家们还
推出专门的“喝水装备”，跑友
背着一个水袋， 长长的吸管从

背后延伸到胸前，“想喝就喝”。
跑步专用的自拍神器也腾空出
世。 记者在淘宝网上还看到了
一些设计精巧的头戴装备、腕
带装备、胸带，只需把微型摄像
机或手机卡入装置， 就可以拍
一部属于自己的运动纪录片。
此外， 可以记录卡路里、 公里
数、心率的可穿戴设备，价格从
200元到2000元不等。

某大型电商平台人士透
露，跑步装备是他们的畅销货，
除了常规的运动服、跑鞋，如德
国一款智能手环， 售价1000元
左右， 而一款智能手表首发一
周销售突破1万台。

记者近日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获悉，12月14日至16日， 市民可
前往该行长沙科大支行、 长沙湘府
路支行、 长沙银盆南路支行等网点
现场兑换中国航天普通纪念币、中
国航天纪念钞。

本次发行的航天纪念币、纪念钞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四套纪
念钞币，也是我国首张（枚）以航天为
题材的纪念币钞。其中，中国航天普
通纪念币面值10元、中国航天纪念钞
面值100元。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每人每次可兑换1
枚中国航天普通纪念币、3张中国航
天纪念钞，累计兑换数量不超过3枚、
9张，先到先得，兑完为止。”

据了解， 目前该行正积极组织
兑换网点认真开展航天纪念币、纪
念钞兑换前期准备工作， 确保兑换
有序进行。具体兑换网点为： 1、长沙
湘府路支行（长沙市湘府路116号雨
花区地方税务局综合楼一楼)；2、长
沙科大支行（长沙市三一大道203
号）；3、长沙银盆南路支行（长沙市
岳麓区银盆南路392号）；4、 长沙沙
湾路支行（长沙市雨花区沙湾路289
号）；5、长沙麓山南路支行（长沙市
麓山南路529号）；6、 郴州分行营业
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西路
17号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通讯员蒋浩易月 记者 潘显璇

朋友圈跑步，装备要几千元打底
4000多个运动相关APP，成千上万元的跑步装备 风投和商家正在抢滩跑步江湖

下周来交行兑航天币

运动手环、运动耳机……一套跑步装备下来，要成千上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