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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湘阴县肖发饲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624
000018097）遗失，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你好大药房洛
王店（普通合伙）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661683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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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立伟 02003143000080002014000260
邹雪辉 02003143000080002014000286
穆 锐 02003143000080002014000278
燕 艳 02003143000080002014000472
陈 悦 02003143000080002014000243
许乐妍 02003143000080002015000116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恺歆通讯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3年 5月 1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
226001572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兆星世纪置业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熊焱森 电话:13787180326

公 告
湘 AW5P07王立军、湘 AZQ5
39 袁铁、湘 B0AZ88 夏铁桥、
湘 JF5612刘继奇、湘 A6PK7
0 蒋文辉、 湘 AHK563 驾驶
员 :周献彬（新国线集团（湖
南）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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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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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4月 27日

公告声明

爱心驿站婚友
长沙市韭菜园 190号 82338726

45丧近期征收户私房一栋人本份身
材丰润征爱心男上门 15873169895女

40离未育 178公务员购房 2套阳光
上进征婚况不限女 15200851277男
38单身贵族有房车迷人身段“峰”润妩
媚不想婚约寻情感知音 15111233789女

54丧孩成家经商数年事业红火房多
套征身心健康男作伴 13142019199女

遗失声明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湖南
分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车号
证号如下：湘 A7003 挂（4301
00200893）副本、湘 A4896
（4301002027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原龙山县物价局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6980001
6501，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
银行龙山县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原龙山县拍卖事务所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56980
00013601，开户银行为：中国建
设银行龙山县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天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5年 5 月 2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
号 430111000314524； 不 慎
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
代码 34482821-5；以上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晶石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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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
屯渡街道万家丽中路一段 139
号宽寓大厦 1208 号房。 联系
人：夏素晶，电话：18673151755

遗失声明
其明商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号：43
0112100014，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茶陵县湖口镇定点屠宰有限公
司拟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
司已成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
权人于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
事项。 联系人：胡平，13574272719

遗失声明
原我公司长沙经信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现变更为长沙众惠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6108801；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G104301210
2610880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谐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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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路 9
号 933号房。 联系人：强玉玲
电话：13755082277

注销公告
湖南星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
舒泽麟 电话:15873123661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遗
失以下单证，声明作废。 强
制保险标志（机动车）6 份 :
OC510001152000961606-
OC510001152000961611。

遗失声明
宁乡县鸿丰种粮专业合作社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24NA00083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九折仑农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代码号 06223956-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我行“唐朝大
厦”项目 3 户住房按揭个人贷
款抵押登记备案证丢失：分别
是黄小平长房押字第 0031524
号；黎明长房押字第 0032651
号；王哲长房押字第 0021825
号。 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蔡锷支行

遗失声明
湖南及泰海岳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葛覃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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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
道万家丽中路一段 26号百纳公
寓 3C栋 N 单元 21 层 2108 房，
联系人：覃波玲，电话：13787792017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东宇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熊娟 电话:13755175983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郴州中心支公司遗失以
下单证，声明作废。 强制保
险标志（机动车）2份:
OC510001152000965019、
OC510001152000965036。

遗失声明
长沙市晨露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2948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龙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李露芳)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大量定购木箱，锹把，毛竹筒，
竹杆， 铸造冲压件及简易缝纫
来料加工（均有 30%前期备料
款）江苏镇江外贸公司冯经理
0511-85902737、13913443050

急寻合作

投资重点，地产，矿业，农牧
业，旅游、新能源、企业扩建，
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
商务代表)13965137115李经理
邮箱：13965137115@163.com

安徽宝泉佳创投资

高薪诚聘月末摆账员
办公电话：400-0733-226
0731-27582556，18773391696黄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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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起贷，
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
金。 详询：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便民搬家

按出资比例分红或项目等抵
押借款、面向全国大额投资。
高薪聘请驻地商务代表。
TEL：023-63300077

好项目 我出钱

为企业及个人解决资金困难
（企业新三板上市、矿产业、
水电站、能源、农牧林业、宾
馆、房地产、在建工程等）50
万起贷，高薪聘商务代表。

天麒投资

028-85122299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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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婚友

知名画家杨漠寒5月长沙画展，
由资深艺术品收藏家、中国艺术品投
资发展银行创始人陆玖全主导，长沙
点传书画工作室执行，于今年5月1日
至30日在都正街大剧院举办。

杨漠寒，辽宁省海城市人，毕业
于鲁迅美术学院， 现为中国画家协
会会员，“华夏万里行” 书画家协会
理事，北京古韵丹青书画苑苑主。绘
画形式以中国画人物为主， 采用中
西结合方式以具象写实为基本特
点，突出人物形态神韵的刻画。作品
先后被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将军、
宋庆龄故居、 周恩来纪念馆筹备处
等收藏。作品在2013年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书画大赛中获特等奖，多
次在全国各地书刊杂志上发表。欢
迎社会各界朋友前来参观指导。

■欣闻

知名画家杨漠寒
五月长沙办画展

节前看欧冠大战，节中看英超榜首封王

五一假期，球赛来陪

随着北京时间4月27日
凌晨曼城与皇家马德里之间
的首回合开打， 欧冠半决赛
战火已燃起。 北京时间28日
凌晨2时45分，欧冠半决赛中
的另一对———拜仁与马竞的
首回合就要在卡尔德隆球场
开战。本赛季接近尾声，瓜迪
奥拉在拜仁的执教也进入倒
计时。 拜仁中锋莱万多夫斯
基就表示， 希望能够用一座
欧冠奖杯来送别瓜迪奥拉。

两队近年来并未有交
锋，但在拜仁阵中，没有比四
位西班牙籍球员更熟悉马德
里竞技了。哈维·阿隆索此前
一共22次与马竞交手， 取得
了15胜3负4平的战绩。哈维·

马丁内斯在13次与马竞的交
锋中取得了5胜8负的战绩，
收获了三粒进球，是拜仁队
内面对马竞的“第一射手”。
蒂 亚戈 面对 马 竞保 持着
100%的胜率 (2战2胜)，贝尔
纳特的情况则恰恰相反(2战2
负)。

面对如此情况，马竞球员
已经做好“拼死作战”的准备
了，后卫费利佩表示：“次回合
打客场对我们更有利，首回合
我们尽力做到不失球。”

2013-2014赛季欧冠决
赛皇马对决马竞， 是欧冠决
赛历史上首次出现同城德
比。 不知本次欧冠决赛会不
会再来一次马德里德比呢？

欧冠半决赛
搏一搏，决赛德比会有吗

这个五一假期，NBA季
后赛当然是少不了的菜，不
过足球场的火药味可是双
手也挥不掉的。节前先来道
欧冠半决赛做餐前开胃，节
中的中超赛场球员们没有
假休，英超大餐榜首准备坐
等冠军到手。

4月28日
02:45�欧冠半决赛首回合
马德里竞技VS拜仁慕尼黑

CCTV5
10:00�NBA季后赛首轮5�
快船-开拓者
10:00�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CCTV5

4月29日
03:05�欧联杯半决赛首回合
维拉利尔VS�利物浦 乐视直播

4月30日
19:35�中超第7轮
广州恒大VS上海申花
重庆力帆 VS北京国安

5月1日
21:05�英超第36轮
曼联VS莱斯特城 直播待定

5月2日
02:00�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

CCTV5

英超第36轮
莱斯特城预备提前封王

随着热刺被西布朗意外
逼平，他们想逆转莱斯特城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低了。 还剩3
轮，积76分的莱斯特城已经领
先排名第二的热刺7分。 即便
热刺剩余3场全胜， 莱斯特城
也只需要再拿3分就铁定夺冠
了。 也就是说只要再赢1场或
者拿到3场平局就足以确保夺
冠。 北京时间5月1日21时05
分，英超榜首莱斯特城做客老
特拉福德，只要击败目前联赛
积分59， 排名第5的曼联便能
提前2轮封王， 这也是理论上
狐狸城最早的夺冠时间。就算
莱斯特城输了，同轮只要切尔
西击败热刺，也将送莱斯特城
封王。 ■记者 叶竹

赛事直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