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世界脑力锦标赛(WMSC)全球总决赛中，李俊池获得“世
界记忆大师”荣誉称号。 通讯员 汤鑫磊 记者 黄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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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聚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30102MA4
LY5N925）遗失湖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为：43
00164130，发票号码为：035
91075,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富煌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高新分局 2016 年 7 月 2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30039674
87359，另遗失单位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建丰纺织厂（税
号 ：914303007808924248）遗
失作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4300164130，发
票号码：014948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西分行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 1 份(一式四联)，发票代码:
143001720660，发票号码:01
214640，发动机号码 :172866
041，车架号:LSGUA8471HE05
4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
0507917212X7)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爽友家缘经济发展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注 册 号 430102000216786； 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
务局 2014 年 6 月 25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和长沙市
芙蓉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23991
20337；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和副本，代码 39912033-7，
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城区秀色快味酸辣粉店遗失
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鹤城分
局 2013 年 10 月 3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202600
2935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芦淞区卤香阁食品有限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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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 13507339891

遗失声明
龙山县华宇电化厂遗失湖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03
33852886 金额 8 万元)收据一
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
十度家具商行，税号 9243010
0MA4L9R479G 遗失发票领购
簿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滕明平遗失麻阳县国税局核发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433025
1978060336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冠鑫矿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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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凡庭，电话 15077320555

注销公告
长沙市佳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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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刚，电话 13187093362

遗失声明
长沙衣吧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03MA4L5JA06
Y）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251845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市三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4 年 2 月
20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00000
6819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925816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小霞（女）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鹤城分局 2016年 8 月 8 日
核发注册号 431202600462642 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神州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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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湘，电话 13973260888

遗失声明
长沙志远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2722580326）
遗失 2008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5
份，代码 4300104620，号码 00
501831、00501832、00501834、
00501870、00501828；遗失湖南
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代码 430010
4140，号码 000115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神农谷宾馆有限公司遗
失炎陵县地税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22558
89662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金盛矸石砖厂（普通
合伙）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
08年 1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1381000002
298；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6735557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牛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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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德伟，电话 18008425596

遗失声明
长沙长青健康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2017 年 1 月 13 日核发的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号:91430100MA
4LAL4W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吕传武便利店
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永定分局 2013 年 3 月 1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8026000376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忠庄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涟源市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1382000026561；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1382325711054；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257110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威联医疗器械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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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玉 13574852909

注销公告
湖南恒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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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霞，联系电话 13618466608

注销公告
湖南盛大海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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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慧 电话 13341316777

遗失声明
长沙开福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6 年 6 月 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3-
1），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0075060784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开福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1365804,开户银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科大
支行，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050013658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新双东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税号 914301220516645444）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64130，发票号
码 034849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彦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 年 6月 19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1100
0246785；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 43011139788876
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市三泉园农庄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刘娟
联系电话：15973350986

注销公告
湖南为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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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新 电话:13975814586遗失声明

湖南云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6 年 6 月 2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MA4L55PQ6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适创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111053893199M）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4300164130，号码：0132718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长远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4
年 8 月 27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381NA00018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左才远遗失衡阳县国税局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421197107294770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鸿跃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遗失郴州市北湖区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10023528563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科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51320， 发票号
码为 01895097，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景龙桥太坪碎石厂遗失
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4 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3082100001212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苗市镇根年石灰矿遗失
由慈利县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430821397090058 及慈利
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3970900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龙示范区龙腾食府遗失株洲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峰分局 20
14 年 11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204600
1257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山华龙旅行社有限公司湘潭
营业部遗失雨湖工商局 2010 年
7 月 1 日核发注册号 4303020000
07488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岳阳新恒基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 5000万元减至 1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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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铁，电话:13337305188

遗失声明
湖南晶磊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260000
2237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099485211；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62609948521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对长沙县星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进行公开拍卖。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县星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资产为面积 29543m2 国有
出让地一宗，容积率 3.0，商住比
2：8， 座落于长沙县湘龙街道特
立路以南、万家丽路以东)。

二、 拍卖会时间及地点：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0：00 整，长
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
二（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路 598
号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三、展示时间：即日起，于资
产所在地进行公开展示。

四、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叁
仟万元【缴纳账户：长沙县招标采
购局，账号：800230407111027，开户
行：长沙银行月湖支行】截止时
间：2017 年 12 月 19 日 16 时（以
到账为准）。

五、竞买登记办理：自然人
报名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保证
金转账凭证；法人报名请携带公
司营业执照、 法人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及保证金转账
凭证。 于 12 月 19 日 17 时前，前
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板仓路
199 号中信发大厦五楼办理，逾
期不予办理。 拍卖公司电话：
0731-84029333、18073189955潘女士
更多详情请关注微信号：信发拍卖

长沙信发拍卖有限公司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本报12月15日讯 用36秒
记下一副随机打乱的扑克牌、1
小时记下14副扑克牌的顺序、1
小时记下1320个随机数字……
对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车
辆工程学院汽车制造与装配专
业的大二学生李俊池来说，他可
以快速地记下任何想记住的东
西。近日，有着“脑力奥运”美誉
的世界脑力锦标赛 (WMSC)全
球总决赛在深圳举行， 来自中
国、印度、美国、英国等13个国家
的321名世界顶尖记忆高手一
决高下， 李俊池以3699分的好
成绩获得“世界记忆大师”荣誉
称号。

最强大脑！36秒记下一副牌
湖南一高职学生获“世界记忆大师”称号

提升记忆力有何秘诀？李
俊池告诉记者，在课余时光，他
喜欢听歌、看电影，但更多的是
观看记忆方面的视频并进行动
脑训练， 而对于记忆术他始终
保持一定的训练量。 李俊池还
分享了一些记忆的小诀窍———
在生活中， 遇到枯燥难记的数
字、文字等信息时，可以将其转
换成生动形象的图像来记忆。

“比如1672这4个数字，16谐音
石榴，72想象成企鹅，自己就想
象成一幅画面‘石榴砸了一只
企鹅’，生动形象。”李俊池说：
“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代替数
字和文字，既不会感到枯燥，还
会感到乐趣。”

■见习记者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谭湘宜 颜翠萍 汤鑫磊

“世界记忆大师” 如何炼
成？高二时，李俊池的父母带他
听了一场记忆大师讲座并为他
报名参加了集训活动。“父母希
望加强我的记忆， 提高成绩。”
李俊池回忆道， 趁着暑假空闲
时间， 他找到了之前的脑力培
训机构做了助理教练的兼职。

而令李俊池印象最深的还
是第一次参加的世界脑力锦标
赛城市赛（长沙赛区）。这次比
赛让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回到学校后，他没有放弃，
而是开始大幅度加强训练量和
训练时间。“他特别有悟性，而
且有梦想， 且有一种不服输的
精神。”《最强大脑》选手推荐导

师周现主说， 他曾经教李俊池
玩3阶魔方， 是入门级的7个公
式。 他用自己的公式只能玩到
两分钟之内， 而李俊池竟然用
这套公式玩到30秒以内， 一问
原来是李俊池没有完全按他的
“套路”出牌，而是优化了一些
公式。 周现主决定重点培养李
俊池， 送他去参加世界脑力锦
标赛。

从城市赛到世界赛一路“过
关斩将”，最终拿下“世界记忆大
师”称号。可是，李俊池也鲜少向
周围同学提起。“每个人的成功
必定都经历了失败的滋味和努
力的汗水。我们不是天才，只是
靠勤奋训练而已。”

李俊池的记忆力到底有多
“牛”？昨天下午，李俊池应记者
邀请，接受现场考验。首先，记者
拿出一副被打乱顺序、去掉大小
王的扑克牌。 李俊池先看了一
遍，花了1分09秒记忆。随后，李
俊池双目紧闭，沉默了几十秒后
开始一张一张播报，大概1分钟，
李俊池播报的牌与记者手上的
牌完全符合。

第二关———挑战打乱的扑
克牌摆放顺序。记者准备了两副
扑克牌，将一副扑克牌顺序打乱
后，李俊池先看了一遍，花了36
秒记忆。然后，记者将这副被打
乱的牌收了起来，李俊池则需凭
借记忆将另外一副牌按照记忆
中的顺序摆出来。52张， 没有差
错全部正确。4分45秒后，李俊池
摆放完毕，随后与记者手上的牌

进行对照。52张牌里，只有红桃4
和红桃3的顺序乱了， 其他全部
符合。

第三关———“背诵电话号
码”。记者拿出一本通讯录，随机
翻到一页，上面有8个名字，每个
名字后有一串电话号码。李俊池
拿着通讯录记了5分钟后， 记者
随机播报人的姓名，李俊池答出
相应的电话号码且全部答对。

【现场考验】通讯录记了5分钟，随机播报全部答对

【最强大脑】天赋之外更多勤奋

【记忆秘诀】将数字转换成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