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50 岁商男自营工厂丧偶觅体贴善

良贤惠妻有孩视亲生 15989794222

公 告

遗失声明

黄正时、黄金秀、黄利遗失宁（2）

国用 2005 第 902 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吉利冻品经营部

遗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

局于 2009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本，证号：43042519

64071423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聚海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

蓉区荷花园小区 3-11栋 204房

联系人：贺力 电话：18975877888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嘉年华湘 AY1211 行驶证、登记

证书。 东方红镇人民政府湘

AE8559行驶证、车牌 1副。 嘉年

华湘 A05832 行驶证副本。 田斌

湘 A28858 行驶证。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湘

A25670，嘉年华湘 AY0488，龙骧

集团湘 AY0135， 客运集团湘

AY3665各登记证书。

遗失声明

胡忠满遗失坐落于开福区三一大道 203

号万煦园 D2 栋 1304 房的权证号为

709086800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四创安防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2011年 7月 10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

衡阳市珠晖区安居里 370 号"衡

阳市珠晖永成托运提货处" 查获

运输卷烟 600条， 请当事人于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

理，逾期我局将依照《烟草专卖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处

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公 告

2011 年 7 月 1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衡阳市冠市地段查获车牌为

湘 D24630 号货车运输卷烟 100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逾期我局

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11 年 7 月 6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衡阳市珠晖区湖南路安居里 1

号查获车牌为湘 LB1936 号货车

运输卷烟 1320 条， 请当事人于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

处理，逾期我局将依照《烟草专

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的规定，

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11 年 7 月 8 日，我局专卖

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在衡

阳市大浦地段查获车牌为湘

EA4050 号货车运输卷烟 1800

条，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

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夏正荣 43042519630429283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查云帆 43010319860817302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女 28 嫁企业富商因夫长期在外无

育寻真诚男士亲谈 13515899319

转业军人男 48 岁丧偶经商乐观

性格好重感情诚觅善良有责任心

女可带小孩 13590228762亲谈

男 46岁丧偶部队转业私营企业房

车全为人忠厚寻善良孝顺真心成

家女可带孩 15875690009亲谈

温柔女 29岁美丽大方丰满迷人寻

异地健康男圆我母亲梦，事成重谢

可助你发展 18611558652亲谈

退伍军人男 50 岁丧偶为人随和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善良体

贴顾家女为妻，贫富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632857087本人亲谈

女 33岁丧偶独居经商经济优诚寻健

康重情男为夫 13590235621亲谈

遗失声明

湖南君安经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鉴

章（张华）、公司合同章各一枚，

原公章作废，现启用新公章。 特

此声明。

52 岁女急征, 高贵气质好商海多年求

真心相待共白头男 15811813756本人

■男 48 岁丧偶自营实体收入稳定

健康忠厚有修养，诚觅贤惠体贴女

士为妻、有孩可 13028888107

遗失声明

谭玉君遗失坐落于长沙市岳麓

区黄泥岭社区 4 栋 601 房的权

证号为长集岳字 203020544 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张娟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档案号

码：43012100003766，声明作废。

何芳遗失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

号：4301221983111955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隆泰达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卡， 卡号：

4301000003069665，声明作废。

公 告

2011 年 7 月 5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衡阳市冠市地段查获车牌为

川 A57271 号客车运输卷烟 459

条， 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逾期我局

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富姐求助： 王小姐，33 岁，老

公房地产富商，因身体原因，

一直无儿女，离，现寻一位健

康守信男士圆我梦! 事后重

酬！ 本人亲谈:13170993313

《本广告已公证》

女 37 经商数载靓车独住征 55

下有责任心男 15574846589

成功男 41离 1.72董事长政界新闻

人车房全征温柔贤妻 13308451267

交友征婚还是找林姐 13187318525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造成的尿酸盐结晶沉淀在关节周围

及皮下组织、骨骼及尿路引发的病变。 间歇性反复发作，以足

拇趾关节踝关节多见，发作时红、肿、热、痛，浑身像上万条虫子

在啃骨头，痛得睡不着觉，走不了路，膝盖飕飕冒凉风，比寒风

都钻心刺骨，高烧不退以夜间为重。 若不及时治疗，会诱发关

节变形或形成痛风石、尿路结石、肾结石、肾衰竭、尿毒症，甚至

危及生命。 痛风与风湿不同，庸医常把痛风当风湿治，结果越

治越严重，甚至瘫痪残疾。

一直以来，医学界对于痛风缺乏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目

前的共识是单一的服用秋水仙碱片、别嘌醇对胃肠及肾脏损害

较大而且反复发作治不好。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痛风学术

研讨会上传出一个令痛风患者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由我国痛

风攻关组在藏医药治疗痛风精髓的基础上，研制的痛风新药

《藏羚十五味》在经过 2236 例痛风患者近五年的临床试验终于

获得成功。 临床观察证实：该药的有效成份可将长期沉积在

体内各部位的痛风结石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可溶性钠盐，通

过尿液排出体外，防止再次沉积形成结石；还可有效纠正嘌呤

代谢紊乱，调节尿酸，平衡血尿酸浓度，改善病灶机体微循环，

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目前:《藏羚十五味》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03201，藏羚十五味专病专治痛风，

服药后 3-7 天显效，2-3 个疗程临床治愈，5-6 个疗程还你健

康生活。（注：2 盒一疗程）。 据悉：藏羚十五味已在湖南火爆

销售，读者可拨打 0731-85516127 订购。 免费送货或邮寄。

痛风新药 在我国研制成功

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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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汽车”获准上路

30秒，汽车变飞机

陆行150公里/小时，飞行200公里/小时

点评

博友评论

这款“会飞汽车”的车身和一般汽车相似，但是车门的部分多

了两个可折叠的翅膀。陆行时，翅膀折叠，飞行时，翅膀张开。7月6

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认可了“会飞汽车”的身份，允许它使用

“轻型运动飞机”的许可证上路。与此同时，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也已经批准该车上路。据报道，当“会飞汽车”在陆地行驶的时

候，最高时速能达到150公里左右，飞行时速接近200公里。

该车由一个100马力的四冲程发

动机提供动力。每加满一次油，可飞行

约800公里，可在760多米的跑道上起

降。 汽车的窗户是塑料的， 既减轻重

量， 又有效避免飞行时可能遭受的意

外撞击。 汽车的轮胎也比一般的汽车

要更加厚重和耐磨。 驾驶者只需按一

下机翼按钮，在30秒内，汽车就会变成

飞机。 ■新京报

@勤奋的小胖总： 相信很快可以Made� in�

China！

@张泉灵：问题是，路堵死了，它降落在哪

里？

@文字哥哥： 直升会飞汽车，跑道都不需要，

期待中！

@one-T妹 ：飞机票要降价了。

@小鹂子： 谁弄一辆给我，以身相许……

@神镜_�：这样的话，过路费、过桥费怎么收

啊？

@心蕾小憩：我小时候看北京堵车急，就说

要发明会飞的车，现在有人替我完成啦！

@百年孤独症 ：车祸更危险了。

@hhl760417： 这下知道为什么美国不修高

铁了吧？

@晓冬2011： 如果庞巴迪、湾流是空中的奔

驰宝马，“会飞汽车”很可能成为将来空中的

捷达和桑塔纳。

@韩冰小颖： 2012，在天空度过……

@夜航者：未来几十年有可能成为人类主流

交通工具。

@周周412�：以后直接考会飞汽车的驾照啦！

@忍者神灯 ：如何空中管制？可以飞多高？搞

不好随时都可能来一个“911”。

近日， 一款陆空两用汽车被美国

相关部门发放了上路许可证， 这意味

着“会飞汽车”正式投入商业生产，但

是媒体称其大规模民用化尚需时日。

[新闻]����带着翅膀的小汽车

达芬奇家居承认部分品牌国产

广东申请“单独二胎”试点

“会飞汽车”获准上路

大亚湾石化区油库爆炸

全面检查火车站电梯

俄罗斯客轮沉没

@新浪评论：回顾近来爱

心救人事件， 无论是最美妈

妈，还是以“天使之吻”救下轻

生男的最美少女，或是为救白

血病少女弃考捐骨髓的大学

生，他们都这样说，生命就在

那里，我不能坐看他(她)消失。

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原是一

切真、善、美的根本。

@创意铺子 ：这个楼梯设计绝

对懒人必备啊！

创意

http://sxdsb.t.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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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妈妈”

激发社会向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