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4日讯 凭《演员的诞生》
翻红、 人气飙升的黄圣依接连受邀参加
重磅典礼。近日，黄圣依受邀出席“2017
嘉人中国风”10年超级盛典，并担任颁奖
嘉宾。

黄圣依在复出后剪了短发， 干练帅
气，据悉一经复出就接下了数十个代言。
此外， 黄圣依还录制了《演员的诞生》、
《喜剧总动员》、《大学生来了》 等当红综
艺节目。而由她创作的最新单曲《自己的
幸福》在11月与歌迷见面，她的新歌MV
不久将与大家见面。 ■记者 袁欣

黄圣依出席嘉人盛典
记者从江苏卫视获

悉，《红蔷薇》将接档《我不
是精英》， 在本月16日开
播。剧中，不经世事的千金
小姐夏雨竹（杨子姗饰），
主动投身革命浪潮， 与肖
君浩（陈晓饰）并肩战斗，
共同为民族复兴奉献青
春， 逐步成长为一名拥有
坚定革命信仰的中共地下
党员的故事。 这部剧由郑
晓龙担任艺术总监， 金晔
担任导演， 金鸡奖得主赵
冬苓担任编剧， 金马奖得
主梁婷婷担任造型设计，

拥有《悬崖》、《白鹿原》等代
表作的刘路一担任美术设
计，幕后班底强大，品质过
硬。

除了《红蔷薇》之外，浙
江卫视正在上演古装悬疑
爱情剧 《花谢花飞花满
天》。本剧讲述了神京城中
的“萧”“谢”“花”“司马”四
大家族的命运起伏与权势
更迭。由何润东饰演的痴情
将军花满天与剧中的罪臣
之女谢千寻（张馨予饰）、刁
蛮公主倾城（李心艾 饰）上
演了一段唯美挚恋。

本报12月14日讯 “意象·丹青”
———中国画联展（一）今天在湖南省图书
馆开展。此次画展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天津市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画报联合主办， 中国书画报长沙
艺术中心和长沙福盈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湖南省图书馆协办，六位国画大
家：任愚颖、柯桐枝、贺成、谢友苏、何东、
旷小津携48幅精品力作参展。

六位画家均是在当代中国画坛具有
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物， 参展作品主题
鲜明，或是故事小品，或是人物风景，展
示了当代书画大家的风采和中国精湛的
传统文化魅力。 ■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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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丹青中国画联展开幕

年末，《琅琊榜2》《亲爱的她们》《红蔷薇》等好剧轮番登场

没有梅长苏，《琅琊榜2》故事怎么讲
年末收官， 国产电视剧战场一点不比电影贺岁档暗淡。12

月14日，记者打探到，四大卫视都备好了大剧跨年，除了已播出
的湖南卫视《亲爱的她们》、浙江卫视《花谢花飞花满天》，还有
江苏卫视的《红蔷薇》、东方卫视的《琅琊榜之风起长林》
（简称《琅琊榜2》）即将播出，这些大制作的良
心剧， 必会让电视剧迷们满心喜欢。

■记者 袁欣

2015年《琅琊榜》 播出
后，引发追剧热潮，梅长苏、
萧景琰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
众。有网友认为，《琅琊榜》是
继《甄嬛传》之后最为经典的
古装电视剧， 这也让饰演梅
长苏的胡歌再度爆红。

《琅琊榜2》 已确定12月
18日在东方卫视播出， 由黄
晓明、刘昊然、佟丽娅、张慧
雯、孙淳等主演。虽是《琅琊
榜》的续集，但梅长苏、萧景
琰等角色将不会出现。 当年
被梅长苏救出的萧庭生，一
亮相就已近暮年， 黄晓明、
刘昊然饰演萧庭生的两个
儿子。萧庭生这一脉为大梁
边境的安宁立下汗马功劳，
但因为军功太盛， 令朝堂上
下对其恶意揣测……《琅琊

榜2》备受观众期待，导演孔
笙、 李雪也对这次的制作很
有信心：“同样的制作班底不
同的演出阵容， 我们不仅延
续了第一部的品质， 而且更
上一层楼。”

由宋丹丹、 张若昀等主
演的《亲爱的她们》正在湖南
卫视热播， 是一部为数不多
的将视角对准现代老年人生
活展开的影视作品， 一经播
出就俘获了广大观众的心。

最关注
《琅琊榜2》没有梅长苏了

最烧脑
戏骨聚集演绎悬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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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耒阳市华银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耒阳市工商局
2014 年 2 月 1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481000029709；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481092582668； 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0925826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荣誉工贸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
术开发分局 2011 年 12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 册 号 430194000007058；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430121587040713； 遗 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870407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山县兴发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30
7656471482)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龙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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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良花 电话:13677370386

遗失声明
湖南湘康律师事务所（税号 43
0103399127360) 遗 失 湖 南 增
值税普通发票两张，代码：43
00154320，号码：04425229、
044252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俊鹏门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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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 18874298556

注销公告
长沙湘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姜镇鑫，电话 13874892478遗失声明

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
0111712105126；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271
21051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一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 2014 年 3 月 19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税号 4301
020932772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易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兹有招行长沙分行先导区支
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一
份遗失，号码为 08631636，账号
为 73190515418000019，金额为
贰拾万元整， 到期日为 2018 年
7 月 14 日，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饮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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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茜雯，电话 18670004835

遗失声明
湖南华夏神履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3 年 7 月 2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全部遗
失，注册号 430102000186092；
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
以及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
税 号 为 430102072647321；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和副本，
代码：072647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凯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县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12 月 12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副本和湖南省长沙县地方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和副本，税号：43012132063
53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快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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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一鸣，电话：15274530182

撤销注销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在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现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 ，经股东
会决定本公司不再注销，未进
入清算程序 ，继续营业。 特登
报声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三
湘都市报》第 A11 版上刊登的注
销公告作废。
湖南康恒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勇诚，电话 17708451065

注销公告
株洲久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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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宁，电话 13807336725

注销公告
株洲南帆机电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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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彦鼎，电话 18855930777

注销公告
株洲市天宇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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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电话 15973350986

遗失声明
涟源绿满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4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13820000249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襄菲食品商行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4 年 8 月 1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
16006677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赛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5563519252C）
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旅程十年文化传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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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电话 13907484995

注销公告
株洲东海经纪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株洲市
荷塘区新塘路 1600 号新桂广场
新桂都 15 栋 2002 号。 联系人:
夏琳,电话 13787334417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舒食餐饮店（税
号 43010519850823101501），遗
失已作废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4300172320，
发票号码:158910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鸿乐喜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060132793W）
遗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1894614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乐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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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志霞，电话 18075725111。

注销公告
湘潭品颂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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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春兰，电话 18073261280

遗失声明
湖南湘浙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5 年 4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
030001550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开乐福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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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洪利，电话 13574875951

遗失声明
长沙开乐福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2 年 9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1）S，
注 册 号 430105000084403；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30105053885105；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闲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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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军，电话 1391111462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四湖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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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四湖，电话 13873020773

遗失声明
岳阳松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600MA4LNMK14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和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5
年 7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30105000167026，
组织机构代码证 34479567-9，
税务登记证号（国）43010534
4795679，税务登记证号（地）
4301053447956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利诚荣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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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电话 18570343319

遗失声明
湖南美沃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
心分局 2014 年 9 月 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 430103000159803；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祥泉茶文化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雨花区劳动东路 139 号
新城新世界小区 A7a栋 102 房。
联系人：周姝怡，电话 13647437777

注销公告
长沙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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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三湘展览
馆路东上东印象商住楼 3205 房。
联系人：周扬，电话 18900769686

注销公告
经吉首市湘西尚礼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地址:湖南省吉首市峒河
办事处光明西路 16 号。 联系
人:钟国文 电话:17711702008

注销公告
湖南省贸促会国际交流服务中
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7 年 12 月 14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于刚 电话 82299312

遗失声明
长沙金安装饰消防材料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银行汇丰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证号：J5510003374
801，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核发的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
证号 ：G1043010300337480L，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一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2016 年 8 月 17 日由邵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500MA4L
60EH40)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花殿园艺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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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魏
魏，电话：18771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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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国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1
39403661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金镶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于 2015 年 2 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
05000095355；遗失长沙市开福
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和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
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1050705796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裕通悦行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25424301， 遗 失 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0
202542430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沙水茗佳茶楼
遗失长沙市雨花区雨花分局
2013 年 5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11600540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武遗失芷江县工商局 2012 年
5 月 21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86
00084850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当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7656
43307F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收款收据一份，收
据编号 807737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