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日晚，上港对阵国安，恒大对阵力帆；23日晚，曼联、曼城、切尔西同时开踢

中超英超，周末连演 “重头戏”

A16 文体看台

注销公告
湖南益贝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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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彬，电话 17711735998

◆彭哲翰（父亲：彭苏华，母亲：王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961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兰博英龙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岳麓分局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
副本，注册号 430104000060
631；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和副本，代码 05385509-6；
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地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和副本，税号 4301040
53855096，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勤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杨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编号为湘建安 B（2014）0
30000472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医学院中文系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廖皓轩（父亲：廖文彪，母亲：
廖阳姣）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344360，声明作废。

◆徐浩辰（父亲：徐超，母亲：蒋
慧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8704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创诚农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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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闯，电话 13507425477

◆伍依琳(父亲:伍超 ,母亲 :
李学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M430976814,声明作废。

◆傅文辉遗失车牌号湘 A909D6
道路运输证，证号：湘交运管长
字 430124201673，声明作废。

◆肖艾琳（父亲：肖健康，母亲：梁
玉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2176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 单 ( 副 本 )》 单 证 流 水 号
11032000201700011529单证，作废。

◆彭小芳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业
证， 执业证号 143012013112535，
流水号 10328916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嘉禾县文通绿色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文通修 15367356407

遗失声明
慈利县江垭镇逃驾峪淡水鱼养
殖场遗失慈利县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税号:4308211980112163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罗建国便利店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通用
机打发票联 4 份。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码 045983
34/04598336/04598327/04
598359,声明作废。

◆文应（應）添（父亲：李年，母
亲：文慧明）遗失湖南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 G430244416，作废。

◆徐伟杰、易芳（身份证号 4301
22197712114512、430122198
208122825）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明发商业广场南侧住宅 02 号栋
1602 的税务收现缴款书（票证
字轨为（141）湘地现 05124506，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具)第四联，缴
纳契税：6944.5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和智信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10 年 3月 1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301
000006487；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达邦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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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陈会 电话：18229837155

注销公告
长沙淡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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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苏琼洁 电话：15367858611

注销公告
长沙典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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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会 电话：18229837155

注销公告
长沙高洁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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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苏琼洁 电话：15367858611

遗失声明
长沙传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64320,发票号码:10
73940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乡市盛唐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终止营业，并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地址:湘乡市新湘路办事
处城西村 6 组,联系人:胡湘岳,
电话:13873261556。

遗失声明
祁东县同鑫大酒店(税号 43280
119751027301101)遗失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
票代码 43001713320,发票号码
23034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30721338409831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口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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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义,电话 13908485269

注销公告
长沙振华照明材料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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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武,电话：18676541088

遗失声明
长沙振华照明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220000136
7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建丰纺织厂遗失
湘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家税务局 2006年 9 月 19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
0304780892424；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大学 2009年毕业生
刘峰遗失就业报到证，证号：20
09126492001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易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5
28193277)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
声明作废。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
疗机构，现予以公示：
名称：长沙瑞上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瑞慈天心门诊部 ，类
别：综合门诊部，机构性质：
营利性，床位（牙椅）：1 张牙
椅，执业地点：天心区友谊路
413 号运成大厦 201-204 诊疗
科目：预防保健科、内科、外
科（限门诊）、妇科专业（限
门诊，不含药物和手术终止
妊娠）、眼科 、耳鼻咽喉科 、
口腔科、中医科、医学检验科
、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
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会
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
依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门：长
沙市天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05、
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

公 示

注销公告
株洲吉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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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柯，电话：1351070746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八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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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 18673018293

遗失声明
范勇遗失通道侗族自治县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1 月
7 日核发注册号 4312306000946
90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临湘市顺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7年 7 月 28日决议
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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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高仲媚，联系方式：13548900064

遗失声明
湖南长宏新能源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资兴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5 年 7 月 2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31081000014942，声明作废。

◆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郑杰遗失毕
业证，证号：99042848，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陈德炎遗失报到证，
证号：03119490582，声明作废。

◆陈璟铭（父亲：陈正兴，母亲：
李文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58912，声明作废。

◆郭湘茂遗失招商银行预告
证：2140335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警察学院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集中汇缴）存
根联一张， 购领证号 0173，字
轨（湘财通字 2015），号码为：
189160524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化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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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姜
化南，电话 15575902888

遗失声明
湖南威尔顺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1000001222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宜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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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电话：13507332552

遗失声明
吴玉萍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鹤城分局 2013年 4月 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202600269223,声明作废。

◆陈家茗（父亲：陈兵，母亲：
熊小铃）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769581，声明作废。

◆苏素丹遗失 2012 年 1 月 14 日由
浏阳妇幼保健院签发的蒋晓萱出生
证，编号：L430578046，声明作废。

◆杨梦瑶（母亲：杨秀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662909，声明作废。

◆周雅萱（父亲：肖冠业，母亲：
周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138328，声明作废。

◆父亲袁柱、 母亲罗燕遗
失新生婴儿袁一菡（女，
2015 年 11 月 23 日出生）
出生证明书，出生证编号：
P430606663，声明作废。

◆罗令秀（父亲：罗声付，母亲：覃
占云）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34557，声明作废。

◆吴富来遗失集体户口页, 身份证
号 4309231987042111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快奥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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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业战，电话 15886334606

注销公告
湖南三品鸟裤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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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江牛，电话 18973348933

注销公告
长沙市程煌建筑机械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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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霞 15874892688

遗失声明
黎恒林-芙蓉区解放中路 2 号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1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2
600332199,声明作废。

◆陈小毛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注册编号:湘 2431010131
38,证书编号:00013138,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
号 4301110001261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松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430103588954701）遗失
商业零售发票 44 份，发票代码
143001310128， 发票号码 1518
7001、15187002、15187009 至
15187050；遗失税控机及税控
卡，机器编号 004110257147、
税控卡号 530006951374、用户
卡号码 531007260422；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徐芊芊（父亲：徐达，母亲：郭
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P430591458，声明作废。

本报9月21日讯 关注过2016
年超女的人，大概都记住了李雨，她
被盛赞为“三十年一见的民谣歌
手”。22日，李雨的个人巡演将在长
沙新民路46�LIVEHOUSE举行，时
隔一年，再度回到长沙，李雨直言有
点紧张，“感觉就像汇报演出”。

在新专辑《鱼里言吾》中，收录
了李雨多首创作歌曲，其中，很多歌
都带着古味儿和极大的故事性，如
《桃夭》、《酒僧》等，像是林中清风徐
徐吹来。一个年仅20多岁的女孩，怎
么写出这些极具古韵的歌曲？ 李雨
说，“我从小就喜欢中国风， 对自己
喜欢的东西记忆力就很强， 脑洞也
较大。” ■记者 袁欣

本报9月21日讯 今晚，
随着大合唱《永远的辉煌》在
株洲市神农大剧院唱响，“永
远的辉煌”———第十九届中
国老年合唱节在株洲开幕。

本次合唱节为期四天，
共有来自上海、 北京、西
藏、 云南等29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的50支合唱团

和嘉宾，3000余名老年朋友
参加合唱交流展演。其中我
省有湖南省文化厅老干部
文华合唱团、 湖南大学老
教工合唱团、 株洲市老干
部合唱团、湖南省益阳市文
化馆合唱团4支合唱团参加
合唱节。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 刘阳

本报9月21日讯 绿茵江湖
总有纷争，中超25轮过后，广州
恒大以6分的优势排名积分榜
第一，不过，上海上港如能在9
月22日晚两者同时进行的比赛
中拿下北京国安， 争冠的可能
性未必没有。

英超5轮战罢，曼市双雄领
跑积分榜， 目前两队数据一模
一样，第6轮谁将先破局，将在9
月23日22时揭晓。

中超仅剩5轮
上港争冠有戏？

中超25轮过后， 广州恒大
以6分的优势排名积分榜第一，
中超仅剩5轮，上海上港怎么才
能拿到冠军？首先要做到后面的
比赛1分不丢，5战全胜； 因为上
港的实力优势， 主场对阵富力、
苏宁， 客场打保级无忧的建业，
拿下基本不成问题，甚至客场对
阵辽足， 只要上港做好自己，取
胜也是手到擒来； 唯独想在9月
22日晚的客场对阵国安的比赛
中全取3分，就没那么容易了。

虽然上港在第26轮对阵国
安的比赛中未必能取三分，恒
大在22日19时35分同时进行的
第26轮比赛中， 也未必能拿下
重庆当代力帆。 对于本赛季的
西南黑马力帆来说， 这堪称是

一个近乎完美的赛季， 球队已
提前完成保级任务， 和恒大的
比赛对力帆而言可以说是无欲
无求， 这也就意味着球队可以
踢得更加放松。

曼市双雄领跑英超
终将是幻象？

英超开局5轮联赛过后，目
前排在联赛前2位的是曼市双
雄， 本赛季大有曼市双雄争霸
的苗头。

不过，可不要高兴太早，上
赛季的曼城和曼联纷纷换帅，
穆里尼奥执掌曼联， 瓜迪奥拉
执教曼城， 两支曼彻斯特的老
冤家， 两队的主教练也都是场
上的老对手， 所有人都看好他
们角逐冠军， 结果到最后这两
人在联赛是相当惨淡。 相反的
是切尔西前面6轮3胜1平2负，
随后来了一波连胜奠定了争冠
基础， 孔蒂最终带切尔西拿下
英超冠军， 蓝军上演了史诗一
般的神话， 孔蒂也是让瓜穆相
看成为笑话， 证明意大利教练
的水准。

北京时间9月23日22时，曼
联、曼城、切尔西的英超第6轮
比赛将同时开踢。“慢慢来会比
较快”，慢慢欣赏才明白谁最厉
害。 ■记者 叶竹

李雨唱民谣给你听

本报9月21日讯 今日， 平遥国
际电影展组委会正式宣布，由范冰冰
担任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形象大使。

由贾樟柯发起创立， 马可·穆
勒担任艺术总监的首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将于10月28日至11月4日在
平遥古城举办。出任首届平遥国际
电影展形象大使后，范冰冰表达了
自己的喜悦：“我非常荣幸能够担
任本届影展的形象大使，这是一个
属于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的节
日。” ■记者 袁欣

范冰冰任平遥电影大使

全国50支老年合唱团株洲竞技
9月17日，广州恒大客场2∶2战平江苏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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