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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筑龙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5058504，声明作废。

长沙辣上心头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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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柳 电话 13808424657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岳阳鼎翔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岳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云溪分局
2014年 11月 1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0300000
82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驿夫速递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发票普票 3份，发票
代码 4300151320，发票号码
03894839,03894840,0389485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罗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08年 4月 9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048689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声明以下姓名的保险营销
员展业证书作废。
邹亚婷 02003143000080002015000077；
王珍梅 02003143000080002015000149；
徐梦凡 02003143000080002015000542；
曾 耒 02003143000080002015000315；
李国平 02003143000080002015000374；
陈 思 02003143000080002015000575；
李雅琼 02003143000080002015000751；
张焱钧 02003143000080002015000680；
陈 洋 02003143000080002015000876；
周 义 02003143000080002015000868。

公 告
湘 AEC443 的祝旺、湘 A7W
580 的虢新渠、湘 A12S87 的
宁畅、湘 A7ZR08 的言海军、
湘 A69Z87的龚建成：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
措施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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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2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6 年 3 月 3 日
上午 9 时 30 分依法对津市市
恒昌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
产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标的位
于津市市丝绢路。 土地使用权
面积 10080m2，商住用地；房屋
共 4 栋， 建筑面积 8687m2；机
械设备 78台（套）。参考价：510
万元。标的瑕疵见实物。请有意
竞买者持有效身份证明、 竞买
保证金（100 万元）及 100 元资
料费前来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
手续并索取相关资料。
标的展示地点： 津市市恒昌纺
织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看样报名时间：2016 年 1
月 29日至 2016年 3月 1日
拍卖会地址： 湖南津市市益林
麻棉纺织印染厂有限公司会议室
联系方式：0736－5897185
15697365252（魏）
13548847632（张）
联系地址： 常德市安福拍卖有
限公司 （临澧县安福镇安福
西路 293号 2楼）

常德市安福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29日

旧设备拍卖公告
长沙邮区中心局将对以下设备
进行公开拍卖 :2002 年始用的
包裹分拣机 1 套及附属皮带输送
机 2台、2000年至 2009 年间始用
的三级伸缩式皮带机 17 台 ；
（3）2002 始用的 1.5 和 2 吨电瓶
叉车各 1 台。 请有意参加竞拍的
单位，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税务登记三证原件 ，自
公告刊登之日起七天内，到长
沙市长沙县星沙镇开元路 180 号
长沙邮区中心局生产指挥调度
中心报名登记，并缴纳竞拍保
证金 15000元。 联系电话:0731-
84021866 联系人:罗方兴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兹有以
下银保通空白保单声明作废：
HN0052368、HN0052380-HN
0052385、HN0052398-HN005
2399、HN0052401-HN0052404、
HN0052406-HN0052417、HN
0052420、HN0052422-HN005
2428、HN0052430-HN0052432、
HN0052435、HN0052446-HN
0052450、HN0052601-HN005
2645、HN0052648-HN0052650、
HN0052658-HN0052663、HN
0052666-HN0052667、HN005
2671-HN0052675、HN0052736-
HN0052760、HN0052762-HN
0052780、HN0052782-HN005
2800、090008404、090008407-
090008420、090008422-09000
8432、090008437-090008445、
090008447、090008600
HN0051911-HN0051922、HN
0051924-HN0051926、HN005
1929-HN0051940、HN0051946-
HN0051960、HN0051967-HN0
051975、HN0051977-HN00520
00、HN0052004-HN0052020
HN0051806-HN0051810、0900
07902-090007905、090008001、
HN0053059、HN0053091、HN
0052561、HN0052566、HN0052
569-HN0052570、HN0052585-
HN0052586、HN0052552-HN
0052555、HN0052557-HN005
2560、090007742、090007773、
090007835-090007845、HN0
051761-HN0051765、HN0051776

注销公告
涟源市益鑫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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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兵，电话:13786898056
地址:涟源市石马山镇梅园小区

遗失声明
湖南汇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5 年 2 月 10 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11000091567， 遗 失 组 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
一张，代码为：78087804-0，
遗失税务登记证（国税）正、
副本，税号为：43011178087
8040，遗失税务登记证（地
税） 正、副本，税号为：4301
11780878040，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100045
62302,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支行，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11004562307，声明作废。

高收酒店设备空调
厨具桌椅电器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公告 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如意88888859

老品牌值得信赖
公司搬迁居民搬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豪润直投
公司秉承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的宗旨为各类企业解决资金困
扰，实现双赢局面。

诚聘商务代表，非诚勿扰！
1865607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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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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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遗失声明
段红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6026000
094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制造网英文站服务合同(合
同号：MIC09093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卓远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宁
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40
6224313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汇爱倾诚婚礼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记者 吴岱霞 袁欣 吴名慧

下周日就是除夕夜了。这
两天，各大电视台忙着“烹制”
晚会， 不仅央视在紧锣密鼓联
排， 地方电视台也不闲着。28
日，2016“百花争春”湖南首台
戏曲春晚在湖南卫视演播厅
进行彩排，湖南娱乐少儿晚会
刚录制完成。

汪涵主持、李谷一压轴
湖南首台戏曲春晚亮相

28日晚，2016“百花争春”
湖南首台戏曲春晚在湖南卫
视演播厅进行彩排。本次晚会
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
化厅、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
办。

湘籍著名歌唱家、戏曲表
演艺术家李谷一压轴演出。此
次回家乡，李谷一不仅与主持
人汪涵、 国家一级演员叶红、
宋谷送上花鼓戏联唱《补锅》、
《刘海砍樵》，还现场“面试”了
由专业剧院团和个人报名推
荐产生的16个戏曲新秀。

届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
主、 国家一级演员张富光、王
阳娟等湖南著名戏曲表演艺
术家都将悉数亮相，为观众献

演湘剧《李贞还乡》、昆剧《玉
簪记》等精彩戏曲选段。晚会
还将邀请黄梅戏“五朵金花”
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
亚玲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
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蒋建
国这对梨园伉俪现场演绎黄
梅戏《天仙配》选段《夫妻双双
把家还》。

晚会将于猴年春节正月
初三(2月10日)、初四(2月11日)
分别在湖南卫视、湖南经视播
出。

最小4岁，最大13岁
萌娃齐聚娱乐频道闹猴年

爷爷奶奶看戏曲春晚，孩
子们也有量身打造的晚会。湖
南娱乐频道打造的《澳牧宝贝
迎新春》，参与节目的小朋友近
3000名，多才多艺的萌娃们最
小的4岁， 最大的不过13岁。刘
欣然、柯豆、晏维、侯雯、谢绿
路、蒋林伶、方家翊联袂主持。

该晚会节目形式覆盖歌
舞、器乐、戏曲、模仿秀、语言
类等。在节目《武侠世界》中，
经典古装剧中的“四大小美
女” 带来的表演让人惊艳。来
自山东的9岁男孩候博文有着
天生的喜剧细胞。小小年纪便

参加了《中国达人秀》、《星光
大道》等多档节目，他的模仿
秀获得了赵薇、苏有朋等明星
的盛赞， 被称为“中国第三
宝”。 对广场舞痴迷的不仅是
大妈，来自长沙的魏铭杨小朋
友只有七岁，却是一位资深的
广场舞爱好者， 在舞台上，他
率领着一群大妈带来一支别
开生面的舞蹈。酷炫的街舞也
得到了“10后”小朋友们的青
睐，一支融杂着科技感和时尚
感的《黑客入侵》引领观众“穿
越”到未来。

晚会将于2月6日晚在湖
南娱乐频道播出。

春节临近，多台春晚正在录制

下周，团团坐看晚会

近日， 由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 著名
民俗专家、 吉首大学田茂军教授主
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湖南
本土经验与探索》一书，由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是一本专门探讨“非遗”保
护的专业论文集。 论文集作者主要
来自湖南省十四个市州非遗保护的
基层，论文通过专题研讨、实地调研
等方式， 根据作者家乡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现状，有感而发，提出了初步
的保护构想。

■通讯员 孙立青 记者 袁欣

28日， 童星闪闪2016湖南
省少儿春节晚会在湖南教育电
视台录制，来自长沙、益阳、湘
潭、郴州、怀化等地的代表队表
演了23个精彩节目。其中，来自
益阳代表队的舞蹈《年年有鱼》
获得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舞
蹈中，一群小演员化身小人鱼，
在大海中欢快游弋， 无论是节
目编排还是演员们的舞蹈基本
功都值得点赞。 ■记者 袁欣

相关新闻

童心闪闪少儿春晚录制

连连看

影像礼赞新湖南
28日，《礼赞新湖南》湖南日报

摄影师2015精品展在长沙博物馆
开幕。 展出的150幅作品由湖南日
报众多摄影师拍摄，影展从《美丽湖
南》、《繁荣湖南》、《幸福湖南》 三个
篇章体现我省21万平方公里、美不
胜收、让人流连忘返的家园。

本次影展由湖南日报社、 长沙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新湖
南App、湖南图片库、长沙博物馆承
办，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展览将持续到2016年2月29
日，免费向市民开放，你可去现场看
你的家乡入镜了没。 ■记者 吴岱霞

论文集探讨
“非遗”保护

湖南娱乐频道少儿晚会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