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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遗失声明

湘潭申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3045676560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回龙铺蔡九哥优惠商店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246000025393，声明作废。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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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续良缘】玫瑰女 29 岁大方优

雅，丰满迷人经济优特诚寻一位

善良，健康男圆梦 18779331778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湖南省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公告

邱军：

本院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

作出的（1999） 开民初字第 789

号民事调解书，现申请执行人秦

力军要求被执行人邱军归还债

务一万八千元及承担四百一十

元诉讼费。 申请人于 2001 年 7

月 26 日恢复执行。 因被执行人

下落不明，现向被执行人邱军送

达（2000）开执字第 95 恢 2 号执

行通知书、（2000） 开执字第 95

恢 2号执行裁定书。 限你在登报

十日内履行（1999）开民初字第

789 号民事调解书， 逾期不履行

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2011年 8月 7日

联合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 点在益

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一楼审判庭

对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办事处环

保路社区阳光馨庭苑南栋第一、二

层商业用房进行公开拍卖，建筑面

积约 2800 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400 万，保证金户名：益阳市资阳

区 人 民 法 院 执 行 局 ， 账 号 ：

43001540067052501278，开户行：

建行资阳支行。

从即日起接受咨询、 展示，有

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

金于 2011年 8月 19日 17 时前至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资格审查确认手续。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鸿飞大

厦 1118室

电话：0731-88835887

13347317317 13607370380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益阳天健拍卖有限公司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

运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

●骨髓炎（骨质增生，颈、腰椎间盘

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坏死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0%以上，治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中风、骨髓炎患者的福音

家电维修 汽车租赁

拆装、加氟、回收

修家电 89782412

空调维修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转让 出租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工商代办 82147786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 个人疑、 无抵

押、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搬家 拆装空调

恭喜发

84258568

13607480245

高

价

电器厨具

厂房设备

收

搬家移空调 回收电脑

蚂蚁

85710002

医 疗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高中毕业学海员海乘

15万年薪 0731-88158100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

工、焊工、油漆工、叉车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招生 招聘

诚聘销售员、经理

电话：85516058

宝鼎红木家具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全 省 招 商

北京汉通预科学院是全国最大国际预科基地，全外教授课，全封

闭管理，15 人以下超小班型，超长课时量，保证中等生达到世界名校标

准。 现部分班级已开学。

1、加拿大 SPP特招班：限招 30人，留学总费用 15万元，保就业移民。

2、英国大学预科班：直接升入英国大学，部分大学双录取，转学分。

3、美国大学直升班：对接美国各公立大学，年最低留学费用 8万元。

4、韩国大学预科班：限招 30人，对接重点大学，留学总费用 10万元。

高考不如意 出国上大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一年预科直升本科

电话 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 www.httxzg.com

报名地址：1、中关村校区 2、育荣国际教育校区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律师 调查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娱 乐 设 备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澳门千王

最新独家开发（澳门化学变牌）麻

将机不用安装程序一人胜三家。 普

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百人围观无

破绽。15211031808刘老师。长沙火

车站凯旋大酒店 A栋 1405房

必胜牌技

批 高 端 牌 具 ， 教 实 战 牌 技

独家推出三星翻盖分析仪镜头。

联系电话：13507434677 李老师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楼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

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

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搬 家

公 告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招聘执业医师、护士

长沙市中心一诊所承包经营或转

让，有意者请联系：15200923653

高价收

龙钞、建国钞、

奥运钞 13027328888

曾支会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710240528，声明作废。

徐军辉 43068119750202465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蔡闽育遗失户口簿， 身份证号码 ：

430105193912212526声明作废。

自见报日起一切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殷路遗失万科城购房收款收据 1

份，号码：67341658，定金 1 万元

整，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

男 49 岁退伍军人现经商品貌端

为人谦和传统，丧偶，诚寻一 位

真诚善良女士携手一生有孩

可，本人亲谈 13927482755

雷卫平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2302196411010341，声明作废。

彭凌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8609100540，声明作废。

王承炜 43010319820204301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上海建冶集团 网址：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 /石料生产线

021-50325201/5203/5205

销售

电话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赵明

江西省修水县的冷芬初早年因高

考失利精神失常，离家出走11年。家人

遍寻赣、湘、鄂三地，却没有任何音讯，

大家都认为他早已不在人世。

几天前， 湘潭市救助站的一个电

话让冷家人惊喜不已。原来，冷芬初还

活着，就在湘潭。8月5日，他的父亲冷

清水来到湘潭，将儿子接回了家。

离散11年，江西父子湘潭喜相逢

8月3日，71岁的冷清水在家接到

了湘潭市救助站打来的电话，“你儿子

叫冷芬初吧？他在我们这里……”老冷

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 长子正是名叫

冷芬初，今年47岁，可26年前就患上了

精神病，走失11年了。

“儿子真的还活着？”第二天，在别

人的帮助下，冷清水头一回上网，通过

视频确认对方正是冷芬初。8月5日凌

晨4点，冷清水与两个兄弟及儿子的一

个同学驱车出发， 于上午9点左右，赶

到了湘潭市救助站。

一见面，冷芬初就认出了亲人，一

个个说出了名字。 但对于这11年里自

己怎么过的，冷芬初却说记不清了。11

年来， 冷清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大儿

子。拥着儿子的肩膀，望着他瘦削的面

容，冷清水久久不愿松手。

高考落榜致精神失常，离家出走

看着侄子， 冷芬初的叔叔冷清仁

满脸感慨，“以前， 他可是个很聪明的

孩子。”冷清仁说，冷芬初曾是“尖子

生”，初中毕业后以高分考上当地的重

点高中，可在1985年的高考中，因距录

取分数线仅两分之差而落榜。

落榜带来的压力， 最终导致冷芬

初精神失常。儿女多，负担重，冷清水

带着大儿子虽然去当地小医院治疗

过，但没有很大起色。就这样，冷芬初

过了十多年疯癫的生活。2000年，他趁

家人不注意，离家出走未归。

为了寻找儿子， 冷清水几乎倾家

荡产，发动所有亲戚在江西、湖南、湖

北三地寻找了好多年， 但始终没有任

何音讯，“我们都以为他不在人世了，

近两年也失去希望，没有再去找了。没

想到他到湘潭了。”冷清水说。

曾被冻得奄奄一息，幸遇热心人

帮冷芬初找到家，缘于偶然。今年

1月4日， 湘潭市救助站在江南机器厂

附近发现了冷芬初。 他被冻得奄奄一

息，生命体征很不稳定，经抢救才保住

性命。因被查出患有精神疾病，他随后

被送往湘潭市五医院治疗。

治疗一段时间后， 冷芬初渐渐有

了对家乡的回忆， 但屡次说出的地址

都是错的。

7月底,他又写出了江西的一个地

址，同时还写出了父母的姓名。湘潭市

救助站工作人员经过多方查询， 才电

话联系上了他的父亲。

“我好想回家。”如今，冷芬初与人

交谈并无障碍。他说，自己一直还记得

家人的模样，因此见亲人来接他，心里

特高兴。

中午， 冷清水带着儿子急匆匆地

往江西家中赶,“他妈在家里急得不得

了，早点回去让她安心。”

71岁的老父亲接到了湘潭市救助站的电话———

高考落榜后出走，11年后儿子回家

离散11年后湘潭再相见，冷清水与儿子冷芬初紧紧拥抱在一起。

本报8月6日讯 牛郎织女、梁祝、白蛇传

和柳毅传书，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６

日， 四大爱情主题景区负责人相约素有爱情

岛之称的岳阳市君山岛， 发布《爱情文化宣

言》，组织湘楚万人相亲会。

梁祝故事发源地浙江宁波市、 白蛇传故

事发源地河南鹤壁市、 牛郎织女故事发源地

山西和顺县， 三大景区负责人来到柳毅传书

故事发源地君山岛， 共同发布《爱情文化宣

言》。

这次大型爱情文化活动中，湖南、湖北等

地的数千名适婚人士来到这里， 举办相亲大

会，还有近百对新人携手走上君山岛，步入婚

姻的殿堂。

当日一把高8米、宽3米、厚1.5米的同心

锁同时落户君山岛，让恋人从此永结同心。

■记者 朱玉文

同心锁落户君山岛

本报讯 近日， 家住常德汉寿县围堤湖

社区的准大学生周芷伊同学，在家人的帮助

下备下酒宴，特别邀请本社区敬老院的45名

孤寡老人来自家喝喜酒。

在今年的高考中，周芷伊同学被北京现

代音乐学院录取。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起，周芷伊同学就在思考要为回报家乡做点

什么。当她知道社区敬老院的情况后，觉得

孤寡老人更需要社会的温暖和人们的关怀

体贴，她向爸爸妈妈谈了自己想在上学前接

敬老院的老人吃顿饭的想法，很快获得了爸

爸妈妈的支持。当日，家中准备了几桌酒席，

又租了4辆面包车去敬老院接老人。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高奎 彭德才 曾迎春

另类升学宴宴请社区孤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