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网络直播火爆，不
仅形式多样， 内容也千奇百
怪，甚至睡觉、发呆、吃饭都
有人直播。近日，记者却在青
果直播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
画风：没有卖萌、求“游艇”的
锥子脸网红，只有“守艺人”、
“城市印象专题”、“风景”等
慢节奏的直播内容， 除了可
以安静看直播， 还能享受边

看边学的乐趣。
据介绍，青果直播的“守

艺人”频道中，以直播的形式
呼吁大家关注那些一辈子只
坚守一件事的“守艺人”。邀请
到了木匠勐子、艺术家、沙瓶
画师、传统手工泥塑师四位达
人直播，除了展示各自的手艺
外，还特别推出了手艺教学公
开课环节。 ■记者 袁欣

“守艺人”直播，边看边学

作为娱乐之城， 长沙的
高端观影文化深入人心，27
日，趁着好莱坞大片《谍影重
重5》《冰川时代5》火热上映，
湖南首个 IMAX�DAY体验
日在长沙启动。

活动当日， 长沙万达梅
溪湖步步高影城、 长沙开福

万达影城、CGV星聚汇长沙
德思勤店等八家影城与 I-
MAX公司提供近千张门票，
让影迷免费观看《谍影重重
5》《冰川时代5》。 记者了解
到，今年还会在长沙、常德、
益阳增开三家IMAX影院。

■记者 袁欣

湖南首个IMAX�DAY落地长沙

连连看

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抢“长马”名额
长沙国际马拉松10月30日开跑，8月30日至9月9日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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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购
五一文创智法人股票
联系人：钟生15111192293

交房公告
尊敬的才子府业主：
长沙才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在才子
府营销中心及物业服务中心对
才子府项目一期 1 栋、2 栋、3
栋、4 栋业主进行现场交房，届
时请您按照《才子府入伙通知
书》及《入伙温馨提示》的提示
内容， 带上相关资料前来办理
交房手续。
详情咨询：0731-88792888
特此公告
长沙才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30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隆盛百货商行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6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2
6001078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宏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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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李邦栋,电话:13973550224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昌达砂石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望城分局 2014年 4月 1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
22000051733； 另 遗 失 国 税 和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都
是 4301220980414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6年 6月 23日长沙鼎合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开福区分局 2016 年
6月 23日核发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9143010558702
3542Q；另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久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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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杨权 13873145088，地址:长
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万家丽中路
一段 26号中纳广场 2C-3203 室

注销公告
湖南淼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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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魏杰，电话 13874915435，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朝阳街道解放
东路 89 号天心电子世界 26013 房

注销公告
长沙雅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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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苏孝武，电话：1346767805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龙武工程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李秀兰，电话 15773029933

遗失声明
湖南利洁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
证书编号 （湘）WH 安许证字
【2015】B1-00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星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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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建平 电话:13974818815

注销公告
长沙悦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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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段彬 电话 15074942407

清算公告
岳阳一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许洋 电话 13506254207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金琪商贸有限
公司遗失由江华瑶族自治县地
方税务局 2014 年 4 月 17 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为 43
1129096425248，另遗失由江
华瑶族自治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4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09
642524-8，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金琪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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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江华县豸山路（金
龙华苑 6 号楼商铺)。 联系人:
杨志林，电话：18974613288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支公司遗失交强险保单
业务联：110320002016000094
48，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友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徐铁军）和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富丽康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建平 电话：13707303472

遗失声明
湖南庭会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局 2016 年 7
月 14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代码
91430600MA4L5G8A71， 行 政
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跳马乡双霞苗圃遗失长
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4月 1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12119681215
071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百纳商贸有限公司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晓莹 13575088850

遗失声明
岳阳安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南
湖工商分局 2016年 3 月 2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1430600MA4L31K50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打挂岭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本项目位于长沙雨花经开区长
沙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客车厂
生产基地二期预留空地内，总
投资 3 亿元，产品主要包括：车
身弯弧件、车架和车身五大片。
主要工艺为下料、成型、焊接、
喷砂、喷涂。 主要大气污染物为
焊接烟尘、 喷砂粉尘、 喷漆废
气、烘干废气，焊接烟尘采用净
化器处理， 喷砂粉尘采用布袋
除尘处理， 喷漆废气采取水旋
幕洗涤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
放， 烘干废气采用天然气直接
燃烧法处理。 主要水污染物为
喷漆废气处理废水， 依托一期
已有废水处理装置处理。 废切
削液等危险固废交由资质单位
处理。总体而言，采取相应的环
保措施后， 本项目对环境影响
较小。 建设单位：长沙市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18973110078
评价机构：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联系人：胡工
电话：0731-83506688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
公众可采取电话、 书面信件等
方式反映意见及看法。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新
能源客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注销公告
长沙博兴石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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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梁
学武，电话：13974814441

遗失声明
长沙县水乐鱼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年 7月 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2-1）S、（2-2）S遗失，
注册号 43012100006958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祥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唐勇林（私章）及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林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6年 5月 10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111580946002Y， 及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压电器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号 :73284297
-5。 另遗失湘潭市雨湖区国家
税务局 2015 年 8 月 7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
湘国税字:430302732842975，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晓辉嫂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由中国人民银行株洲中心支行
2016年 2月 23日核发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200040193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悦达咖世家（上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长沙步行街分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13年 7月 26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3010307
261070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技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宁
乡分公司遗失宁乡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2年 11月 27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430
124000039856-1，声明作废。

便民搬家

招商、理财咨询

◆做各类企业，个人投资项目
◆雄资直投，息低，手续简便
◆投资房产矿山水电站农牧林
养殖种植 IT 项目在建工程等
均可。 成功收费。 诚聘商务代表

好项目 大资金

028-86669005
时代
通融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高薪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18256059839 樊经理
邮箱 18256059839@163.com

安徽豪润投资

公告声明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寻优质项目合作、投资、借款，
土地开发、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业、工厂、农业、养殖、酒店等。
轻松解决企业及个人资金困难，
200 万起贷，手续简单，区域不限。
028-87717157

大额资金 佳隆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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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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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全马和半马名额

组委会介绍，为顺应广大长沙市
民高涨的参赛热情，今年的参赛人数
规模将由去年的 15000人提升至
20000人，扩大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
马拉松项目的参赛名额，还增加欢乐
跑项目，取消了10公里项目。赛事共
设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5公里)、
欢乐跑(2公里)四个项目。马拉松和
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各6500人，5公
里跑5000人，欢乐跑2000人。

2016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
田径协会、湖南省体育局、长沙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湖南省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长沙市体育局承办。据悉，今
年采用抽签的报名方式，即预报名截
止后，如果报名申请名额超过项目名
额安排的，将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赛
者。中签者如未按期支付将被视为自
动放弃本届赛事参赛资格。

起终点都在贺龙体育场

除了赛事项目和人数的调整，
今年的赛道也将进行优化， 起终点
均设在贺龙体育场南广场， 赛道将
覆盖湘江新区亮点片区。 大致线路
为从贺龙体育场南门出发至劳动路，
再转湘江中路上橘子洲大桥，再下到
橘子洲， 再上橘子洲大桥至河西，从
长沙市交警支队旁转至潇湘中路，再
至洋湖湿地公园，后上湘府路大桥至
河东，上湘江路，再从白沙路进入书
院路，经过第一师范上劳动路，最后
到贺龙体育场。

“整体来看，前面的12公里与去
年长马一致， 后面的线路则调整到
湘江边来进行，有利于集中宣传和市
民观看。” 长沙市体育局副局长陈晓
对记者说，“此外，去年赛事西二环距
离终点不远处的长上坡让跑友有些
不适应， 今年线路调整后起伏更平
缓，更有利于跑友们创造好成绩。”

里约奥运会让运
动再次成为全球焦点。
其中，马拉松当仁不让
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而
在长沙，不少跑友因没
报上名而曾错过的长
沙国际马拉松又来了。
8月29日，记者从2016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以
下简称长马）组委会获
悉，今年长马将在10月
30日（星期日）上午7时
30分开跑。与去年不同
的是，今年长马的参赛
人数为20000人，起终
点都设在贺龙体育场
南广场，赛道全程将围
绕着长沙一江两岸、山
水洲城来进行。

跑友可通过长马
官 网 (www.chang-
sha-marathon.com)
或 者 下载 智 美 体 育
APP报名，8月30日也
就是今日10时30分启
动预报名，9月9日17
时预报名截止。

■记者 叶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
会类、 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
的通知， 要求始终把导向放

在最根本、最重要的位置，以
主旋律、正能量主导社会类、
娱乐类新闻。

■据新华社

广电总局：严管社会娱乐类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