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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2018》赛程已经过半

郁可唯终极补位，霍尊“
放养式”备战
本 报 3 月 13 日 讯 湖 南
卫视《歌手2018》赛程已经过
半，上周汪峰凭借《再也没有》
拿下当期竞演冠军。本周，《歌
手》 即将开启新一场比拼，并
决出两个淘汰名额。 今日，记
者得知，郁可唯将作为本季终
极补位歌手登上舞台。如果您
想重温歌声，可登录QQ音乐、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聆听。

连连看

《绿毛怪格林奇》将上映

郁可唯终极补位
从《小时代》的主题曲《时
间煮雨》，到《古剑奇谭》的片
尾曲《远方》，从《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的主人公人物曲《思
慕》， 到《择 天 记》的《心 不 由
己》， 从《楚 乔 传》主 题 曲《星
月》，到《上古传说》的《小小天
涯》。你知道吗，这些耳熟能详
的主题曲都是出自同一位歌
手——
—郁可唯。
2009年，郁可唯的名字因
快乐女声而被认识，相比于其
他选秀出道的歌手，她无绯闻
不炒作，她的歌被街头巷尾传
唱，但大众却鲜少见到有关于
她的新闻。郁可唯作为本季终
极补位歌手的消息发布后，相
关话题阅读量更一度突破千
万，令不少网友感叹：“她终于
来了！”
记者得知，郁可唯已抵达
长沙录制节目，网友“丁大王”
觉得，“郁可唯拒绝了两季《歌
手》， 这次作为最后一个补位
歌手来到这个舞台挺明智的，
或许会因一定的新鲜感拿到
不错的名次！”

霍尊“放养式”备战
根据赛制要求，霍尊只有
上周和本周的成绩综合进入
前四，才算踢馆成功，在上周
刚刚踩“及格线”的歌手霍尊
更面临着“只能进不能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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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好兄弟广告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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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明，电话 13787199861

注销公告
株洲环博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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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世明，电话 18807388488

注销公告
株洲四合机电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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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锋，电话 17508408766

注销公告
隆回县德春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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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春，电话 13975913228

注销公告
资兴市汤溪长垅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全体成员大会决议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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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兰 15307355533
◆胡星亮遗失湘 A9A003 重型仓
栅式货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124204847,声明作废。

境遇。
随着上周节目的播出，同
为国内乐坛90后新生代歌手
的霍尊与华晨宇凭借各具风
格的精彩演绎获得了诸多观
众称赞。 由于两人年龄相仿、
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间相近，
且走的又是两条完全不同的
路线，因此当同台竞演之时难
免会被拿来比较。
对于众人的点评，霍尊乐
得接受，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的
看法。霍尊直言：“花花是那种
在特别紧凑的时候，一下子迸
发出创意、 创造力的类型，挥
洒自如锋芒很强，有自己的主
张。”而对于自己，他则表示是
和对方完全相反的“放养”模
式：“我特别‘散’，不是那种很
容易被逼迫的，虽然偶尔逼一
下催生出一些新的不一样的
灵感。但我比较随性，就把这
个看做是成长的一个因素，没
感觉就放着，等一下心头热血
来了再开始。”
■记者 袁欣

2018年春季文物博览会长沙举行

宝主“亮宝”，快来“
捡漏”吧
本报3月13日讯 3月13
日，长沙市韭菜园古玩艺术文
化街内热闹非凡，湖南大麓珍
宝古玩城举办的2018年春季
文物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数千名古玩爱好者和收藏
家。古玩城内，人山人海，摩肩
接踵，现场交易十分火爆。博览
会将持续至16日。
据了解此次博 览 会展 出
面积约1万平方米， 并设有多
个类别的文物艺术品展示与
交易区。 古玩城内外有柜台
展、 地摊展等数百个精品展
位，外围亦有房交会等展览形
式辅助。展会邀请来自国内外
各地收藏机构、古玩商、行业
协会携优秀藏品传播中国传
统文化，展示出玉器、瓷器、佛
造像、文玩杂项、古典家具、红
色收藏、珠宝等。

在最具特色、人气最旺的
“地摊淘宝”的现场，摊主们纷
纷将自己的藏品拿出来“亮
宝”。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钱
币收藏者用2400元收了一百
张 连 号 的 1990 版 的 2 元 人 民
币。前来淘宝的收藏爱好者游
走在各个摊位前，他们或拿出
放大镜仔细鉴别藏品，或俯身
向前与摊主交流收藏经验，凭
借着自己的经验和眼光，势将
“捡漏”进行到底。
博览 会的 柜台 展 和房 交
会则演绎了另一场中高端的
文玩盛宴。精美华彩的官窑瓷
器、 古朴内敛的千年古玉、底
蕴深厚的青铜器皿、国外回流
的精美藏品等，其吸引国内知
名收藏家进行交流交易，促成
每日成交金额达千万元。
■记者 吴岱霞

本报3月13日讯 曾获奥斯卡
提名的“小黄人”幕后团队照明娱
乐与美国环球影业再度携手，推出
全新欢乐动画喜剧 《绿毛怪格林
奇》，今日发布全球首支预告片。
《绿毛怪格林奇》 延续了照明
娱乐作品的一贯风格：角色形象生
动有特点，性格鲜明，用一个个巧
妙的细节设定突显主角的特性，同
时充满幽默和萌趣。
去年夏天，该公司推出的《神
偷奶爸3》 在国内再度掀起“小黄
人”热潮，至今仍保持着内地动画
电影总票房季军的好成绩，在全球
更是揽获超10.34亿美元票房，并创
造多项海内外记录。《神偷奶爸》系
列亦是全球最卖座的动画电影系
列。除此之外，同由照明娱乐制作
的 《爱宠大机密》《欢乐好声音》等
影片，也在国内外收获了不错的票
房和口碑。本次《绿毛怪格林奇》将
由《神偷奶爸》系列原班人马打造，
照明娱乐创始人克里斯·麦雷丹德
瑞继续坐镇制片人。 ■记者 袁欣

顾长卫邀您怀旧青春
本报3月13日讯 今日，由顾长
卫执导的青春怀旧喜剧《遇见你真
好》 曝光终极海报以及多张剧照，
全阵容首次同框。
电影《遇见你真好》改编自孔
龙的原创小说，讲述了“高四”紫荆
复读学校中的三重爱情趣事。
电影《遇见你真好》由白客、蓝
盈莹、张海宇、周楚濋、曹骏、王玉
雯、蒋易、李晨晖主演，范明、蒋雯
丽特别出演， 该片将于3月29日登
陆全国院线。
■记者 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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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公告

公司合并公告

嘉禾县建国中外汽车维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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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电话 13787748869

陈清--长沙市雨花区大都市商
业街 3 区 30、31 号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11600111115，声明作废。

根据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和国电电力湖南城步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以及双方签订的《公司合并协议
书》，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电电力湖
南城步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合并
完成后，国电电力湖南城步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国电电
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存
续，国电电力湖南城步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国电
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 合并各方公司的
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联系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176 号
旺德府国际 16 层。 联系人：张
磊，联系电话：18229909916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湖南城步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

根据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和国电电力湖南崀山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以及双方签订的 《公司合并协
议书》，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电电力
湖南崀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合并完成后， 国电电力湖南崀
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
销，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存续， 国电电力湖南
崀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均由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
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 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
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
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176 号旺
德府国际 16 层。 联系人：张磊，
联系电话 18229909916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湖南崀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

根据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和国电电力湖南郴州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
以及双方签订的 《
公司合并协
议书》，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电电力
湖南郴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合并完成后， 国电电力湖南郴
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
销，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存续， 国电电力湖南
郴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均由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
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 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
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
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万家丽中路一段 176 号旺
德府国际 16 层。 联系人：张磊，
联系电话：18229909916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湖南郴州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

解散（清算）公告
长沙斌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会于 2018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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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林滔，电话 13327208886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军领农产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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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干军，电话 13762083818

发票作废声明
花垣县仁锋大药房增值税普通
发票填开错误 12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票号码 12835687，
12835688，12835689，12835690，
12835691，12835692，12835693，
12835694，12835696，12835697，
12835698，12835699，声明作废。
2018 年 3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新傣妹火锅店遗失
己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 ， 发 票 代 码 4300173320， 发 票
号码 14968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化县曼凡绅工作室遗失新化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注
册号 4313226002801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世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税号 430103344693365）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张
（记账联），发票代码 430015
1320，发票号码 03800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诚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11MA4L
3LRC7A）遗失财务专用章和法人
李佐英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兴威华天大酒店有限公司
（代码 91430103576560879K）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国之铭家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13961
06804Y）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华圭水果店遗 失
己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 票
号码 078943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弘祥药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邹代孝，电话 18075953795

遗失声明

株洲楚原机械设备有 限 公 司 遗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0
3MA4LT2TT92）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尹晓荔遗失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03 年 9 月核发的工商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23001634，声明作废。

◆肖熙儿(父亲：肖体强，母亲：胡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23844，声明作废。

◆周昊泽（父亲：周春亮,母亲：肖
梦玲）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编
号：P4310650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东西银信息咨询
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岳麓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10460055
9026;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国税局
2016 年 7 月 18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公章、发票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邓光付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春文遗失茶陵县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 430224196204030017 号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晃县福泽家 庭 宾 馆 遗 失 拾 元
版通用定额发 票 16 份 ， 代 码 ：
143001 513227，号码：04339085043391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湘江村继
平修理部遗失通用机打空白发
票 85 份，发票代码：2430013
71223，发票号码：20654216
-20654300；特此声明作废。
◆邹炎彬(父亲：邹积德，母亲：钟
雪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69989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