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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合唱形式齐集一堂

“这将是一场各种合唱
形式齐集一堂的音乐会。”谈
到此次音乐会的特色， 国家
一级演员、 湖南省歌舞剧院
合唱团团长包燕飞告诉记
者：“在这场音乐会中人们将
欣赏到混声合唱、童声合唱、
女声合唱以及第一次在湖南
亮相的男声四重唱。”

在演唱曲目上则突出湖
湘特色，选取了《围坐火塘唱
苗歌》、《湘妹子》、《潇湘辣椒
红》等曲目，青年歌唱家王耀
宏带来男声独唱《大江东
去》。本次音乐会还特邀“红霞
组合”演绎湘琴湘韵，表演者
叶红是我省第三代“胡大姐”
的表演者，而伴奏蔡霞是我省
大筒传承人，她们将为观众带
来《瓜子红》和《洗菜心》。

看艺术家玩跨界

另外这次音乐会的最

大特色就是一众艺术家还玩
起了跨界。比如，以演唱为专
业的湖南省歌舞剧院合唱团
团长包燕飞， 在本次音乐会
中将向人们展示她的指挥才
能，她将指挥女声合唱《绿鸟
鸟》。湖南省著名歌唱家郭建
宁将指挥混声合唱《牧羊少
女》《浏阳河》等作品，而刚刚
完成《长征组歌》指挥的我省
青年指挥家雷永鸿将与朱保
全、王耀宏、肖涵组成男声四
重唱，第一次在湖南亮相，为
观众带来《游击队之歌》、《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另外，
特邀湖南省著名合唱团小荷
尖角艺术合唱团与天鸿小学
小鸿雁合唱团表演童声合唱
《我心歌唱》 和《闲聊波尔
卡》，音乐会现场，小荷尖角
艺术合唱团将在湖南童声合
唱中首次采用四手连弹伴
奏，值得期待。

关注本报微信，10张入
场券等你来抢。

■记者 吴岱霞

本周末，爱看戏的观
众有福了。记者从省文化
厅了解到周末有精彩的
惠民演出等着你哦。

11月 19日至 20日
19:30由长沙市湘剧保
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湘剧
《拜月记》 将在长沙湘江
剧场上演。

11月20日 15:00湖
南省木偶皮影保护传承
中心将在长沙非遗展演
剧场上演皮影剧《火焰

山》、《雀之灵》； 19:30将
演出皮影剧《雀之灵》、《会
摇尾巴的狼》、《两只公
鸡》、《木兰从军》。11月20
日9:30湖南省话剧院将
在雨花区教育局艺术体
育科技中心演出 梦幻儿
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11月20日 19:30湖
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将在省花大舞台上演
大型传统花鼓戏《三子争
父》。 ■记者 吴岱霞

你知道合唱有多少种形式吗？11月25日，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雅韵三湘》经典艺术作品
合唱音乐会将在湖南音乐厅举行，你自己来数数吧。

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巴托梅乌
16日表示，他认为梅西不仅会与俱
乐部顺利续约，还会在这家西甲豪
门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梅西现在和俱乐部的合约还有
18个月，巴萨希望能和这位超级巨
星续约。

据报道，29岁的梅西对于续约
问题没有下定决心， 并且有人猜测
他有可能想前往曼城俱乐部投奔昔
日恩师瓜迪奥拉。 ■据新华社

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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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山二期风电场工程位于湖
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新田乡、陶
金坪乡和中都乡，场区总面积
约 18.8km2，占地 50.47hm2

（临时占地 49.72hm2，永久
占地 0.75hm2）。 设计安装 25
台风机组，总装机规模为 50MW。
升压站与一期共用，建设总工
期为 18 个月。 项目委托中国电
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编制本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具体内容请登录溆浦县人民
政府网。
联系电话：13548983186；
邮箱：512307789@qq.com。
公示发布单位：中国水电顾问
集团溆浦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18日

湖南省溆浦县紫荆
山二期风电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清算公告
岳阳元晨物资有限公司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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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鸣钢 18216395999

遗失声明
长沙鹏辉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由长沙市芙蓉区地税局
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证号
为 430102595487216 税 务 登
记证正本，由长沙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于 2012年 5 月 22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59548721-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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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丰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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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股份福喜
迎门酒特惠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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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樊勇遗失全国职称外语等级考
试英语 -理工 B 级，证号：4
3232219790919131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决议解散公司，为保护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
权人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13574029988 罗继志
湖南省嘉茂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失声明
长沙市奢泊艾斯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隆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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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湘淼，电话:13973116694

遗失声明
长沙慧诚到家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布来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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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畅，电话:13337216836

注销公告
湖南省欧瑞博智能家居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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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妮娜 18874801978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盛元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组联系方式：15974360277
清算组联系人：王育武
公司清算组 2016年 11月 10 日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隆发商贸有限公司股东
会于 2016年 11月 10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组联系方式：13974039519
清算组联系人：陈卉
公司清算组 2016年 11月 10日

遗失声明
临湘市新农村环保包装厂（普
通合伙）不慎遗失临湘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3 月 17 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43068200000
4359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龙骧集团长沙南—衡山马
迹客运班线标志牌遗失，湘 AY
5099，牌证号码 0205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亚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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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盛，电话 15673559830

注销公告
湖南亚盾阿拉比卡咖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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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盛，电话 15673559830

注销公告
宁乡县资福镇国文种烟专业合
作社经合伙人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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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君 15873168593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陈炫霖小吃店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三份，代码：43010319880824
053501号码：04289810，0428
9828，04289848，声明作废。

十里冲风电场工程位于永州
市蓝山县境内，场址总面积
约 8.4km2， 占 地 35.42hm2

（临时占地 34.12hm2，永久
占地 1.30hm2），建设总工
期为 18 个月。 设计安装 25 台
风机组，总装机规模为 50MW。
配套建设 1 座 110kV 升压站。
建设总工期 18个月。 项目委托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本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现向公众征求意
见。 具体内容请登录蓝山县人
民政府网。
联系电话：18774928417；
邮箱：512307789@qq.com。
公示发布单位：中电建蓝山新
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18日

湖南省蓝山县十里
冲风电场工程环境
影 响 评 价 公 示

遗失声明
长沙芙蓉区亲青菜缘餐厅遗失
普通发票(发票联 )二份，发票
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 :
02629669、026296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涵奕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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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坤，电话:18142604517

注销公告
湖南涵奕可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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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坤，电话:18142604517

遗失声明
长沙九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乌
山分公司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18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43
01220000122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稻草人农林科技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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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忠，电话 18612435363

遗失声明
湖南启乾建筑产品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 4张，代码:1430014
10128 发票号码: 11072230、
11072205、11072210、11072
214，声明作废。

公 告
宁乡县灰汤镇农业综合管理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余阳同志，由
于犯有其他严重错误，于 201
6年 8月 31日经局镇班子集体
研究决定辞退，自辞退之日起，
该同志的任何行为及活动与我
单位无关，因多次联系余阳同
志未回单位办理辞退手续，故
请余阳同志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15日内回单位办理手续。 过
期未来办理则视为已办理相
关手续。 特此公告。

宁乡县灰汤镇人民政府

遗失声明
湖南省豪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四份，
发票代码 4300161320，发票
号码 02937081、02937082、
02937083、029370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优尼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私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今有湘潭县易俗河镇东方湘菜
食府纳税人识别号为：43032
1196109090018。 2008版增值税
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发
票代码为 4300151320,发票号码
为 06619868、06619869、0661
9882、06619896、06619909,
五份发票作废，特此声明。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便民 搬家●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公告声明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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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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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办理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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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资金 项目直投
★企业及个人融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
殖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
起投，手续简便，利率低，代缴
工程保证金、土地出让金。
028-66000068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持，
地产、矿山、农牧林业、生产
企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鑫合财富大额直投

详询：400-837-8677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丽亨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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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亨，电话 15197549372

看艺术家玩跨界
《雅韵三湘》经典艺术作品合唱音乐会等你来

11月16日下午，“星澜之悅”杯
中小学生足球赛在望城区体育运动
中心闭幕。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缪雅
琴、 长沙市体育局副局长李德安、长
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苏敏芳
等为长郡月亮岛学校、 金海学校、书
堂中学、望城一中等获奖球队颁奖。

该赛事由长沙市望城区教育
局、 长沙市望城区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局主办，历时二十余天，共46支
参赛队伍，共计203场比赛。来自全
区15所中小学校的220名运动员参
加了比赛。据了解，这次足球赛是长
沙市望城区规模最大、 参赛队伍最
多的一次赛事。

■记者 叶竹 通讯员 阳倩

望城区
中小学生足球赛落幕

巴萨主席：
梅西不会离开巴萨

周末快到了，走！看戏去

各种合唱形式齐集一堂，精彩演出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