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连看

本报12月1日讯 湖
南大剧院18周年庆演出季又
将推出重头戏。12月16日，
《乡村爱情故事》里质朴的王
小蒙扮演者舞蹈家王亚彬，
将带着舞剧《青衣》登陆湖南
大剧院。今天，王亚彬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 希望能和
长沙观众一起共呼吸。

王亚彬是国家一级演
员、舞蹈家，曾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优秀舞剧奖、文
化部文华奖新剧目奖及国
内多个舞蹈大赛一等奖，并
曾担任电影《十面埋伏》的
舞蹈设计及章子怡的舞蹈
表演者。

舞剧《青衣》改编自毕
飞宇的同名小说。 王亚彬
说：“我在2012年初次阅读
《青衣》时，觉得文字具有温
度，人物情感、情绪、心理描

写细腻丰富，这些特点都特别
适合舞剧创作，才有了这样突
发奇想的灵感。用了三年时间
改编《青衣》，舞剧《青衣》是
作家第一部被改编成为舞剧
的作品。”

王亚彬表示， 现在很多人
是通过一种相对娱乐的方式去
了解一个人。那会儿拍摄《乡村
爱情故事》,除了剧本和人物非
常好外，对于我来讲，从经济方
面或者说是从声誉上是特别好
的补足。 在拍摄《乡村爱情故
事》之前，全国的舞蹈金奖我都
已经获得了。 舞蹈圈里的老师
们、同行们都非常了解我，但对
于普通观众， 那会儿舞蹈还相
对小众。”

在湖南大剧院成立18�周
年之际， 王亚彬说：“非常高兴
能与湖南大剧院进行合作，希
望末来剧院能引进更多更好的
舞剧、戏剧。一座城市，剧院是
一个城市的文化标杆， 同时剧
院也能带动一个城市的文化艺
术的氛围， 成为培养艺术受众
的土壤， 希望湖南大剧院越来
越好。”

■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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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志

她是《乡爱》王小蒙，更是京剧名角
舞蹈家王亚彬携舞剧《青衣》登陆湖南大剧院

本报12月1日讯 今日，记
者获悉， 由中国高考美术教育
联盟、 黄红蓝美育集团主办的
“黔城有约”———2016年黄红蓝
师生写生作品展将于12月3日
在长沙力美术馆开幕。 黔阳古
城坐落于湖南省怀化洪江市，
本次展览精选90余件作品进行
展出，展期为一个月，将持续到
2017年1月3日， 美术馆每日免
费开放，作品中静谧的山水、老
旧的城墙等都将让人真切认识
到黔阳古城。 ■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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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业务需要，招聘广告业务
员 3名，有相关经验和资源的
也可兼职代办，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聘广告业务员和兼职代办员

注销公告
花垣县龙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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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江友龙，电话 13574347815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德萃贸易商行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份，
代码：4300153320，号码 ：02
604394、02604397、026043
99、026044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吉祥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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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钰，电话 13974921788

注销公告
长沙京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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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京京，电话：15111355068

长沙奥克斯缔壹城交房公告
尊敬的奥克斯缔壹城 3#地块业主：
长沙奥克斯缔壹城 3# 地块 8、
9、10、11、12、13、14、15 栋已经
验收合格，具备交付条件，请广
大业主携带入伙通知书、发票、
业主身份证、 购房合同等资料
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17 日
（以业主收到入伙通知书上的
交房时间为准） 到缔壹城西面
26 栋商铺办理交付手续，如此
时间段之后办理可携带以上资
料直接到缔壹城物业服务中心
前台办理， 物业服务中心预约
电话：0731-84439577。

长沙奥克斯置业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遗失声明
湖南本草纲目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遗失国税税控机一台，空白
税票 33份，发票代码 14300151
0128，发票号码 19486768-194
868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同才律师事务所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 4份,发票代码 43
00153320,发票号码 05412707,
05412709，05412715，054127
16，声明作废。

公司减资公告
长沙和盛石材有限公司根据公
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 1000万元减至 200 万
元整，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
黄春明，电话 18874129666

长沙和盛石材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2日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强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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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肖辉文，电话：15974177526

遗失声明
长沙达永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市福元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5510-009591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顾南征遗失暮云镇高云村长沙
理工大学教职工宿舍 6栋 1504
房的权证号为：C71304195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京升缘米业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联），
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8
521662，声明作废。

环评公示
湖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长
沙县黄花镇银龙村，现新建年
产 30 万 m2 铝单板氟碳漆涂装
项目，详细信息见长沙家园网
（http://www.0731o.cn）。
公众在本公示刊登之日 10 个工
作日内，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
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可联系湖南
雄峰科技有限公司
罗总：13974935660
环评单位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李工：15111074310。

我是山西果农，今年因产量大滞
销，为此来长沙销售苹果，苹果
都是不打蜡，不打药的，口感清
香脆甜，水分足，每箱 20 斤 45 元，
农民刘师傅送货上门， 量大优惠。
18134980657

不打蜡、不打药的山西苹果

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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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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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 搬家●

公告声明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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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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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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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盈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旅军食品店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4300162350，号码：
035855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柠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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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雨花区马王堆南
路 258 号现代商贸城 2 栋 504 房。
联系人：李献忠，电话 1380739441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铭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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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琼林，电话 18073078768

遗失声明
湖南中鼎伟业商品经营有限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 覃智勇私章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开拓图文快印社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08年 3月 1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 湘地税字号：
4325241981090342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双峰县祥辉喜羊羊餐馆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代码：
4300164320， 号 码 ：06364
83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
益赫执字第 297号之三将徐剑
长 国 用（2009）第 056011 号
国土证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华银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银行中信银行红旗区
支行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008397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船湾镇人民政府遗失湖
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收
据 15张，号码：湘财通字（2016）
08199061至 081990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佛瑞特服饰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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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利，电话 :15873199997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70号万象新天 5栋 2309房。

遗失声明
湖南誉湘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靖州县田园农机专业合作社
成员大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靖州县飞山乡二凉亭村曾家湾，
联系人:龙晓斌 13874575417。

遗失声明
湖南永宸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年 10月 1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102338441241R，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丹、谢明哲遗失坐落于长沙
市解放西路 269号三王丽都大厦
912 的号码为长国用(2015)第 01
4388号的国土证，声明作废。

本报12月1日讯 今日，记
者获悉， 备受设计业界和文化
界注目的2016年首届湖南文创
设计大赛全球作品征集已结
束，4000余件作品参与奖项角
逐，涵盖26个省市区、港台及美
英法意等国家和地区。 本次大
赛由湖南省文化厅、 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奖金奖品
总值高达100万元。

作品征集仅86天
数量突破4000件

11月30日，大赛作品征集截
稿， 累计收到设计作品4023件。
从参赛作品类别看，文博类作品
1574件， 非遗类作品1154件，旅
游类作品1295件；从参赛作品来
源看， 作品涵盖26个省市区、中
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美英法意等
国家。从参赛作品分布看，国内主
要包括湖南3396件， 广东77件，
江苏73件，湖北66件等，中国香
港、台湾地区69件，美英法意等
国家17件；从参赛方式看，个人
报名作品2291件，团队报名作品
1218件，单位报名作品514件。

各路设计师共同发力
大赛既聚人气又接地气

2016年首届湖南文创设计
大赛于9月6日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自启动以来，大赛引发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竞
争十分激烈， 吸引了包括国内外
知名设计机构、专业美术院校、文
化文物单位，非遗传承人、旅游达
人、 创客群体以及设计爱好者在
内的众多应征者参与， 参赛者中
包括G20峰会一举走红的著名中
国丝绸企业万事利集团。

目前， 大赛组委会正在对所
有参赛作品进行整理， 大赛即将
进入初评、转化、终评、高峰论坛
等环节，预计2017年初举行颁奖
典礼。 ■熊星

创意爆棚，4000佳作角逐百万大奖
首届湖南文创大赛征稿结束

周末看“黔城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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