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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0日讯 由黄晓明、
殷桃、 秦海璐、 曹炳琨领衔主演的
《你迟到的许多年》正在湖南卫视热
播。该剧改编自严歌苓小说《补玉山
居》，讲述了在时代浪潮下转业军人
沐建峰（黄晓明饰）不忘军人初心，
扛起民族实业大旗， 在商海中逐梦
前行的故事。

《你迟到的许多年》围绕四位主
角跌宕起伏的人生展开， 为贴近铁
道兵“不怕苦不怕累”的角色形象，
黄晓明开机前减重十斤， 在拍摄过
程中更是以角色状态对自己进行了
严格要求。 殷桃此次在剧中饰演美
丽坚强的女医生莫莉， 无论是少女
时期的青春活泼， 还是许多年后的
成熟知性， 都拿捏得十分到位。此
外，秦海璐、曹炳琨等一批中生代实
力演员也在剧中展现不俗演技。

《你迟到的许多年》作为现实主
义题材力作， 由制片人刘毛毛携手
导演林柯以及严歌苓、 彭三源两位
一线编剧匠心打磨。 除了有好剧本
作保障， 主创团队也极为注重拍摄
细节，力求还原真实的年代场景，让
每一位观众都恍若回到四十年前。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刘希瑶

开幕式看点
谁是金鹰女神？

开幕式晚会将于10月12
日晚开启， 作为金鹰节的首个
主体活动，总导演张丹丹介绍，
本届开幕式晚会以“电视不老
未来可期”为主题，通过“辉煌
60年”“百花齐放”“不忘初心”
三大夺目篇章， 回顾中国电视
剧诞生60年来的光辉历程，充
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电视剧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

金鹰女神是金鹰电视艺
术节的形象标志，开幕式晚会
最受大家期待的自然是金鹰
女神的精彩亮相，金鹰节举办
至今，共产生了6位金鹰女神，
分别是刘亦菲、李小璐、王珞
丹、刘诗诗、赵丽颖等。对于今
年的金鹰女神，张丹丹卖起了
关子，“她是位与金鹰节蛮有
渊源的一位演员，至于渊源是
什么，她会是谁，大家可以根
据这个线索猜一下。”

目前，呼声最高的是迪丽
热巴和杨紫，不过，让人意外

的是，当日，一张湖南演员万
茜担任金鹰女神的海报在网
络迅速传播。万茜的名字可能
不太响亮， 但对于万茜的演
技，大家都给予肯定。最终谁
是真正的金鹰女神，只能等开
幕式揭晓了。

闭幕式看点
谁是最具人气男女演员？

金鹰节的颁奖晚会一直
是金鹰节的重头戏。 据悉，将
于10月14日晚举行的颁奖晚
会，将颁出第29届中国电视金
鹰奖优秀电视剧、 最佳编剧、
最佳导演和观众喜爱男、女演
员等奖项，此外现场还将揭晓
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
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

备受观众关注的最具人气
男、女演员提名名单中，男演员
包括于和伟、孙维民、李易峰、
何冰、张译、张嘉译、柳云龙和
侯祥玲。提名女演员分别是：丁
柳元、刘涛、孙俪、杨紫、袁泉、
殷桃、阚清子和迪丽热巴。

颁奖晚会总导演王琴介

绍，不仅往届金鹰奖多位获奖
演员会通过 VCR�与观众见
面，“今年的颁奖礼我们还请
到了唐国强、王刚、林永健等
一批见证了中国电视成长的
实力演员担任颁奖嘉宾，届时
还会有6位演员代表共同讲述
自己与中国电视的故事，共同
回望中国电视60年的发展进
程， 并一起开启终
身成就奖。”

此外，
本届金鹰
论坛总导
演张健介
绍 ，“今年
的金鹰论
坛邀请到
了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主席、中
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
呈祥等多位专家学者， 解读新
中国电视事业60载的发展轨
迹，还将在现场为32部第29届
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电视剧颁
发荣誉提名。”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郑晨红

10月12日至14日，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行

谁是金鹰女神？万茜还是迪丽热巴
《你迟到的许多年》
湖南卫视热播

两年一届的金鹰节如约而至，10月12日至14日，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在长沙
举行。10月10日，组委会揭开了本届金鹰节的神秘面纱，主体活动包括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
视艺术节暨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开幕式晚会、金鹰论坛和颁奖晚会。本届金鹰节有什么亮
点？不妨看看金鹰节各活动总导演怎么说。

万茜

迪丽热巴

遗失声明
邵阳市双清百旺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依太厨房设施有限公司遗
失 2017年 5月 8日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2765609213X。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雷雁岚（父亲:雷长江，母亲:赵
为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175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祥生旅游纪
念品店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
陵源分局 2016 年 9月 30 日核
发注册号 430811600043932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慧燕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
陵源分局 2015 年 3月 12日核
发注册号 430811600032425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平江县汉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遗失平江县
工商局 2002 年 9 月 28 日核发 43
06261001270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平江县汉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遗失平江县
工商局 2002 年 9 月 9 日核发 430
6261001265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平江县汉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第四分公司遗失平江县
工商局 2002 年 9 月 12 日核发 43
06261001266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清算公告
岳阳星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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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波，电话 13657308187

清算公告
岳阳力云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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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卫云，电话 13807308928

清算公告
岳阳太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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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卢喜
喜，电话 13650326962

公司合并公告
经股东决定和合并协议，岳阳美
景置业有限公司与湖南云景贸
易有限公司采取吸收合并方式
进行合并登记，湖南云景贸易有
限公司依法注销，岳阳美景置业
有限公司存续，合并后存续的岳
阳美景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万元维持不变。 合并前湖
南云景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由岳阳美景置业有限公司承
继。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
岳阳美景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志刚 0730-8410879
湖南云景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寒兵 0730-8410879

◆田育英遗失安乡县深柳镇
潺陵居委会的国土证， 地号
03-01-13-568，声明作废。

◆张利利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201041003343，特此
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邓倓遗失报到
证，编号 2015126512004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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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昌坦，电话 15874120278

遗失声明
广州维福顿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已作废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
号码 290960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03MA4L2TT83B）遗
失公司财务章和法人（周峥）私
章各一枚（银行账号 8001917
92408015），声明作废。

◆刘海清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231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真意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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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仪斌，电话 18711401988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黄殷律师
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
证（执业证号 14301201611319755）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河西阳丰农业机械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
02233448426669）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名扬钓具厂（注册号:
430682600254300)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徐靖(身份证 430781199*****0
19)现任湖南省津市监狱人民警
察（科员），警号为 4303933，于常
德市津市市遗失一件警用春秋执
勤服，现声明作废其警号。

清算公告
湖南湘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 2018 年 10 月 8 日决定解
散，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人：马敏
联系电话：18073271611

◆长沙理工大学罗梓豪报到证
丢失，证号：2018105362043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腾龙资源运行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增值税负数发票 4份，
发票号 18455750-18455752,
184557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米西风服装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钰龙支
行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44932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大柴房家菜馆遗
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六张
（二联），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票号码 03299600，03299609，
03299866，03299898，03692536，
174349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柴房老味民俗
餐馆遗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张（二联），发票代码
043001800104， 发 票 号 码
326545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南仁医院经股东会决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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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芬芬
电话：13142093395

注销公告
长沙鸿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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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彬，电话 18874093120

注销公告
湖南爱上哒食品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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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威，电话 13548939666

清算公告
湖南福寿之家健康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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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电话 18973402068

◆邢文兵遗失湘 HG0851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证号:4309020046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江华瑶族自治县卓智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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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超，电话:13187139903

催归通知
刘宇（男，身份证：6501021989
0731****）， 自 2018 年 8 月 3
日起你不假离岗， 公司采取多
种方式仍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登报通知你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前回中国水利水电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铁路公司报
到。如未按规定时间报到，公司
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相
关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联系人：刘承贤，联系电话：
0731-82822092 18874786903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铁路公司

2018 年 10月 9日

催归通知
袁本林（男，身份证：4211251983
0706****）， 自 2017 年 2 月 10
日起你请假逾期未归，公司采取
多种方式仍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登报通知你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前回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铁路公司报到。如
未按规定时间报到，公司将根据
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联系人：刘承贤，联系电话：
0731-82822092 18874786903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铁路公司

2018年 10 月 9日

◆王佳遗失湖南律师事务所律
师执业证，编号：143012011119
146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六六九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10
500977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亚男遗失由长沙市工商局芙
蓉分局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26003546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风影网络连锁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由汨罗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4年 4月 9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6
810000247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汨罗市华昌网络会所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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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
大众北路东侧。 联系人:杜双,
电话：13714681611

注销公告
汨罗市风影网络连锁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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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汨罗市荣家路 24
8号,联系人:杜双,电话 13714681611

遗失声明
湘乡市棋梓镇财政所遗失湖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1份,
号码为 142428337,142428868,
142428869,142428894,142451
779,142974594,142974598,14
2974599,142974612,15246674
7,15246675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遗失 9份电梯整机合格
证，合同号 D6NH6050 -D6N
H6058，声明作废。

◆高建军遗失长沙市清水塘路 54
号（现为 178 号）10 栋 705 号住
房房产证，房产证编号：0016
4033，特此声明。

◆王芬，430424198511198426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湘天苗木场遗失
长沙市林业局 2015 年 10 月 15 日
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副
本及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均为（湘 A15）第（0209）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否极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0897
348004）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伍先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心分局 2008年 7 月 4 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301036000601
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虹联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长沙市芙蓉
区工商局 2007 年 1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000044991，声明作废。

◆刘俊逸（父亲：刘志力，母亲：
廖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243833，声明作废。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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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便民信息 ◆兰辰逸（父亲：兰方，母亲：兰
艳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229878，声明作废。

◆李欣彤（父亲：李虎，母亲：文荣
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00750，声明作废。

◆肖增辉（父亲：肖志雄，母亲：依
叫）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1018651，声明作废。

◆邹其才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06720，声明作废。

◆罗品睿（父亲：罗刚银，母亲：傅丽
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685442，声明作废。

◆周添翼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624200003299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兴县真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林双清遗失坐落于金石镇长征西
路 2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新国
用（1995）字第 0141号，声明作废。

◆刘馨予（父亲:刘文杰，母亲:刘娜)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30402191，声明作废。

◆刘靖怡（父亲：刘赞，母亲：曹美
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37099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