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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 继在上海、
北京、深圳、香港火热演出后，有加
拿 大 国 宝 之 称 的 太 阳 马 戏
《KOOZA》秀(《浪迹天涯》)将于6月
29日登陆长沙。这是一场高晓松、王
宝强、鹿晗等众多明星力荐的“人生
必看一次”的大秀。昨日，深圳容德
文化携《KOOZA》秀在长沙发布演
出具体情况。

据了解， 太阳马戏《KOOZA》
秀世界巡演长沙站为期近两个月，
共演出60场。作为加拿大国宝级的
演艺天团， 太阳马戏大胆摒弃了一
切动物表演， 将表演重心放在挑战
人类极限的艺术表演和精美的舞台
视觉呈现上，把歌舞剧、特技、小丑
艺术和现场配乐等融为一体， 颠覆
了传统马戏的演绎形式。

■实习生 周梦 记者 袁欣

本报5月30日讯 由90后导演
天毅执导，傅程鹏、刘晓洁、杨雪等领
衔主演的《向前一步是幸福》正在安徽
卫视热播，剧中男女主角合办一档相
亲节目，其中涉及节目组花高价请演
员假扮节目嘉宾的桥段， 被指影射
真人秀类节目刻意策划及造假。

对此，编剧刘红焰表示，该剧的
灵感源于《南方周末》的一个深度报
道， 写的是一个美国相亲节目中两
个制片人就“爱情跟金钱到底哪个
重要”打下赌约的故事。他说：“当时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太好了，因
为从古到今中国人永远绕不开金钱
跟爱情的关系。”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王文文

5月电影，《复仇者联盟3》成
为无可争议的最大赢家。 即将迈
入的6月是暑期档的开端， 既有
《侏罗纪世界2》《金蝉脱壳2》这样
的好莱坞大片， 国产影片也集体
复苏，在6月上映的39部影片中，
有32部国产影片。 哪部电影能脱
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国产片集体复苏
6月电影的最大特征就是中

小成本影片云集，但缺乏领头羊。
小沈阳的导演处女作《猛虫

过江》，沿袭了小沈阳一贯的搞笑
风格，在笑料设置上也尽力而为。
袁姗姗、王千源和沈腾的加盟，让
《龙虾刑警》成为6月卖相最好的影
片，在《龙虾刑警》中，“龙虾”是美
食，更是意料之外的“武器”。6月22
日上映的《泄密者》和《伊阿索密码》
都属于犯罪悬疑片。前者由香港导
演邱礼涛打造，吴镇宇、张智霖主
演，讲述了新型病毒扩散全球后发
生的各种故事。《伊阿索密码》则讲
述了未来世界的一次生死较
量———梁静饰演的冷酷叛逆医学
院高材生林子琪，为了挽救身患绝
症但又提前意外解冻的姐姐羽琪，
在赵立新扮演的姚博士诱导下，带
着命悬一线的姐姐前往北极科研
基地寻求最后的治疗希望。

动画片方面，《大耳朵图图之
美食狂想曲》属于复映影片，它曾

于2017年7月28日上映过， 如今
再次上映，观众还是否买账？《潜艇
总动员：海底两万里》虽然有一个
好莱坞式的片名，却是不折不扣的
国产电影，而且是该系列的第六部
影片。《魔镜奇缘2》也是一部改编自
经典童话故事的国产动画片。

好莱坞续集纷至沓来
2016年，《侏罗纪世界》在国

内拿下了14亿的票房，《侏罗纪世
界2》 将于6月15日再度来袭。故
事设定在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及
豪华度假村被失控的恐龙们摧毁
四年之后。如今，纳布拉尔岛已经
被人类遗弃， 岛上幸存的恐龙们
在丛林中自给自足。 欧文与克莱
尔发起了一场运动， 想要保护岛
上幸存的恐龙们免于灭绝。 却一
不小心揭开一个让地球回到史前
时代般混乱秩序的阴谋。 关于这
部电影， 啥都不说了， 只有一个
字：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6月22日上映的《金蝉脱壳
2》也是一部经典续集，而且和《侏
罗纪世界2》一样要早于北美一周
上映。在续集中，不仅有系列灵魂
人物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回归，
《银河护卫队》中饰演力量型“毁
灭者” 戴夫·巴蒂斯塔的加盟，中
国演员黄晓明也最新加入硬汉群
雄阵营，在电影中与史泰龙飙戏。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刘希瑶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你所需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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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利民，电话 17769300002

注销公告
湘潭市玺羽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决议解散，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 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或要求提供相应
的担保。 清算组联系人：肖鹏
联系电话：13807324950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
17）湘 0103 执 2336 号之一执
行裁定书：将登记在周武兵名
下的位于长沙市长沙大道 598
号檀香花园 38 栋 1202号房屋
的不动产登记证明（权证号：
20170017342）公告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隆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九华分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303005786340939）遗失
向湘潭九华经济区国家税务局
申领的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第
二联 4 份（注：第二联：发票联
购买方记账凭证）号码分别是：
11519604、11519605、21710
164、21710166 ；特声明作废。

公 告
接中共涟源市委办公室涟源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清理

“吃空饷”专项治理行动中发
现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涟
办 [2018]71 号 ) 的 通 知 ， 请
刘佩华、龚玮、梁顶立、周文
和、夏帅、胡伟璋等 6 位同志
在登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回
本单位接受处理，如逾期不归，
则按照涟办［2018］71 号文件
精神予以处理，特此公告。

涟源市石马山镇中心学校
2018 年 5 月 28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蕴晨晞悦餐厅
（税 号 92430111MA4LDE547A）
遗失卷筒式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代码 043001700107，号码
12265760、122657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牧爱康网络科技（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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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新霞，电话 18674890773

注销公告
湖南省万容汇商务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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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静，电话 15973353793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东民养鸡专业合作社
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3138
1325635282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保靖县牛羊几宝火锅店（税号
92433125MA4P9LC425）遗失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
票 50份，代码 143001713427，
号码 02743501至 0274355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发展光大私募股权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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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君，电话：15973112817

������2017 年 10 月 11 日,根据举
报,本局依法在长沙市芙蓉区马
坡岭街道西龙村三组一临时仓
库内查获商品上标注有“JOMOO”
字样标志的座便器 56 件。 经鉴
定,上述物品属于侵犯九牧集团
有限公司“JOMOO”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本局依法扣押
了上述物品。

根据货物货运单显示上述
物品的收货人为“孙小姐”(电话:
0731-83954432)，本局经多方查
找，无法与当事人“孙小姐”取得
联系。 现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六
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个月内，请上述物品
的所有权人持有效证件到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马
王堆工商所(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 B9 栋 5
楼;电话 0731-84712679)接受调
查处理。 逾期, 本局将按有关法
律法规,以无主财物处理。 特此公告。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8年 5 月 31日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关于处理无主财物的公告

遗失声明
湘潭蓝精灵装饰有限公司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7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301000015203；遗失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3040726329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萤火虫儿童游乐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P914
7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弘乐康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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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海洋，电话 13618484948

遗失声明
湖南杰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7 年 8 月 28 日核发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M29QG6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凤凰县在水一方客栈遗失湖南
省凤凰县地方税务局 2006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税务登记证正本和
副本，税号 4331231963120100
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中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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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涵，电话：18188932888

注销公告
涟源市创智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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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平，电话：18273826666

注销公告
湖南康裕医药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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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本，电话 15307499144遗失声明

湖南川海门业有限公司遗失湘
阴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
16 年 2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信用代码：91430624MA
4L2UNB2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州市前丰渣土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 蒋明娥 13187113099

遗失声明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执行
系 2015 级全体学生学生证及
警号 (S438456 -S438824)，管
理系 2015 级全体学生学生证
及警号(S438101-S438455)，
法律系 2015 级全体学生学生
证及警号(S438076-S439500)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美捷林木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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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电话 13875889831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邦德卡片工作坊
（税 号 92430102MA4NUA74
3W）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
号码：0855487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顺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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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广宾，电话：15890755388

清算公告
湖南金雁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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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高，电话：18773463333

遗失声明
湖南晶鼎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 91430300066383075X）
遗失空白通用机打平推发票 20
份，发票代码 143001310338，
号码 03572481 至 035725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金海建设有限公司湖南一
分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 年 1 月 1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30000
007697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海阅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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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星，电话 13077378533

注销公告
株洲天佑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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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建胜 电话:13469029110

注销公告
株洲市分享吧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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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琦，电话 15873318608

注销公告
长沙嘉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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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军，电话 13808471706

清算公告
衡阳市宏鑫源物资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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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飞平，电话：13907344730

遗失声明
凤凰县沱江源食品店遗失凤凰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2 月 10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31236000946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志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工商局 2018 年
5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03MA4PKUP07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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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衡阳市鑫辉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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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红梅，电话：18774233333

遗失声明
株洲市石峰区清奇文印社遗失
石峰区国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32422197
60417160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乐仙医疗贸易
经营部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书面申报
债权。 联系人：欧良华 18107403377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2017）湘 0102执 1871 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将陈惊雷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
段 239 号中城丽景香山园 1 栋
106 号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0）第 030209 号 国 有 土
地使用权证公告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鼎立装饰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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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辉军，电话 18974479515

注销公告
张家界酸子界种养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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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平，电话 13162639395

注销公告
汝城伽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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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辉，电话 13973522796

注销公告
湖南明翔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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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善海，电话 15675802105

注销公告
湖南杰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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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凯，电话 18874965158

遗失声明
刘观喜遗失怀化市公安局鹤城
分局 2015 年 8 月 3 日核发注
册号 431202600334209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顺安机动车安全性能
检测有限公司遗失冷水江市工
商局 2016 年 12 月 5 日核发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381MA4L7YUH4N，声明作废。

《KOOZA》秀将登陆长沙

被指影射相亲真人秀？

长沙健美操队员
登上国际领奖台

本报5月30日讯
北京时间29日，在第八
届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中
获得亚军的中国代表队
“长沙市一中健美操队”
载誉归来。“时隔6年，我
们代表中国健美操再次
站上了国际领奖台。”主
教练郭莎莎表示。

5月23日至27日，
第八届世界健美操锦标
赛（年龄组）比赛在葡萄

牙举行。 长沙市一中健
美操队派出熊柏臻、龚颖
婕、罗子欣、彭炜琦、刘敏
哲五人作为中国唯一参
赛的少年队伍，在比赛中
获得了五人操世界亚军
和混合双人操第八名的
优异成绩。 郭莎莎还表
示， 这五名队员中已有
四人于2018年年初入
选国家队， 并在年后参
加了国家队集训。

■记者 叶竹

由长沙市一中健美操运动
员组成的中国代表队在比赛中。

6月国产中小成本影片云集，好莱坞巨制续集纷至沓来

39部影片，等你“翻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