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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宁乡县夏铎铺九芝堂夏铎铺药店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
J551000432411，特此声明作废。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遗失声明
岳麓实验中学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专
用收据（学杂费、手工），票据字轨：湘财
专字（2010）：起始号码：00909076：终止
号码：00909125，声明作废。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诚招
望城、星沙、浏阳代办点
电话：13875869988 QQ:602058576

快取学历职称资格证
民办成教自考 13875967464

票务 招生

电热水龙头诚招代理
5 秒电热水龙头，1 秒快速电热
水器现诚招全省各空白区域优
秀代理商，共创辉煌未来！ 招商
无任何加盟费、保证金。 售前、
售中、售后公司全程辅导。
电话：0731-89765635 杨小姐
地址：长沙市高桥现代商贸城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 回收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全 省 招 商

无抵押信用贷款
咨询热线：18684796046孙经理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鑫银利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各类项
目投资 028-6899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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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147786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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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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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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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娱 乐 设 备

澳门牌具
高
科
产
品
领
先

诚
信
经
营
第
一

直销最新版单人分析宽范围乱
丢乱放桌面不放东西纯傻瓜式
操作适合斗牛金花三公二张等
全国玩法。 专业上门安装四口
机程序。售高档博士伦眼镜、变
牌扫描等系列。 免费赠送澳门
变牌产品一套，授最新牌技。
长沙 银 河 大 酒 店 1468 房

13973130676

澳门千王 老
字
号

普通扑克如 3 变 A 小牌变大牌庄闲绝杀，
百人围观无破绽， 麻将一摸即变任意变化
不偷不换代替老套偷换千术，不会不收费。
售未上市扑克麻将娱乐高科技产品。 长沙
火车站凯旋大
厦 A座 1405。 13467668666刘

批发牌具 15211009595
厂家直销多功能扑克分析仪；AKK 机；
博士伦等。 免费安装程序麻将机，授实战
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酒店 A座 1009

1800841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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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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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纯手法如
意发大牌无道具普通扑克开牌即变，斗牛金
花庄闲通杀，免费演示顶极手法独门牌具。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直销各种扑克字牌一秒分析仪；桌面手
上无东西，批高清博士伦眼镜麻将变牌
器。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 15802569686、85776098陈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全职收入 25 岁以上， 有工
作经验。 15674880319曾兼职工作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导向汽配行遗失长
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
4301051984022820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光源高低压成套电
器设备经营部刘学良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为 ：
4301243905008，声明作废。

单雅 43062619880515732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何诚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5192209192012声明作废。
龙飞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2198406233010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男 47 岁丧偶为人随和
脾气好，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顾
家孝顺女为伴，贫富不限，有子女
最好 13510299206本人亲谈

男 53岁丧偶单身多年老实稳健品
貌端有修养，经商经济优，渴望完
整的家， 诚寻温柔善良女为妻 有
孩可 13510567948本人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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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医 疗

遗失声明
湖南省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建设厅 2008 年 9 月 16 日
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编号：湘 A03090618，声明作废。

杨文一遗失湘迁字第 00332182号
的户口迁移证，声明作废。

致富机
超声波捕捞机： 可捕深宽 25
米 680 元；70 米 1500 元等多
种型；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 诱捕范围：2 千
米 780 元；3 千米 1380 元；5
千米 2300元； 将详细地址姓
名发到 13802692654 免费寄
资料。广东中山市中信电子厂
0760-86517589 www.zxdz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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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拆装家具 移空调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

遗失声明
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长沙市长
善垸污水处理厂厂区土建工程项
目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L5510000330701，声明作废。

她 40丧自办公司独住觅地域
不限重情实在男 15574846589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开门
授徒

钱途牌具
最新扑克和筒子分析仪，可
玩斗牛金花三公等纸牌。 批
售各类扑克 13170303188

王静 341221199006209300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于 2012年 12月 14日丢失。

驾 校

12月18日（周日）
01:30�德甲 沙尔克 -�不来梅 CCTV5
03:45�意甲 AC米兰 -�锡耶纳 CCTV5
12:30�世界羽毛球超级赛总决赛 CCTV5
22:00�意甲 尤文图斯 -�诺瓦拉 CCTV5

在众目睽睽之下， 有什么事能让一位60岁的国际足坛名宿
没事偷着乐？对于这一晚的前西德国脚布莱特纳来说，这样的乐
事莫过于给老东家抽了个好签， 而且他为两个老东家拜仁和皇
马都挑到了不错的对手。

北京时间12月16日晚， 欧冠第二阶段淘汰赛抽签仪式在瑞
士尼翁举行。作为明年决赛东道主的形象大使，布莱特纳担任抽
签嘉宾。进入淘汰赛的16支球队按照小组一、二名分为两档，采
取同组、同足协球队回避原则进行抽签。

布莱特纳首先将8个小组第一中唯一一支弱队希腊人竞技
“许配”给了里昂，这也意味着小组第二中的两支强队AC米兰和
那不勒斯必将遇到一支强敌。果然，AC米兰抽到了阿森纳，那不
勒斯遭遇切尔西，英意对话将成为16强淘汰赛主旋律。

不过最让人会心一笑的还是布莱特纳抽出老东家拜仁的那
一瞬间，在此之前，虚位以待的是瑞士球队巴塞尔。在如此隆重
的场合下，布莱特纳脸上竟然闪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现场的
摄像机马上给捕捉下来。“我看到两支球队的缩写都是FCB，有
点意思。”显然是在掩饰，布莱特纳忘了还有一支球队巴塞罗那
缩写也是FCB。不过巴萨的签运也不错，德国球队勒沃库森对于
他们而言并非大难题。

在布莱特纳的“传染”下，身为主持人的欧足联秘书长凡蒂
诺竟然也是绷着一脸笑意完成了抽签。 ■记者 陈普庄

如果说欧冠1/8决赛抽签由于大部分球队强弱分档很明显，
没有形成过多强强对话，那么同日进行的欧联杯抽签，作为决赛
东道主的罗马尼亚人贝洛德迪奇下手可够重的。 在参与抽签的
32支球队中，一旦有一支较强的队伍抽出来，接踵而至的对手几
乎铁定是一支强队。

由于不幸沦落至欧冠小组第三， 曼彻斯特双雄都得屈尊参
加联盟杯。不过他们的淘汰赛首轮可不轻松，曼联抽到了阿贾克
斯，曼城则将遭遇波尔图。除此之外，拉齐奥VS马竞、斯托克城
VS瓦伦西亚也将成为首轮焦点战。 ■记者 陈普庄

（左侧球队先主后客，
1/8决赛首回合将于2012年
2月14/15日、2月21/22日进
行；次回合将于明年3月6/7
日、3月13/14日进行,每个比
赛日2场比赛。）

在之前结束的联赛杯中凭借阿奎罗在84分钟的绝杀，曼城淘汰阿森纳，36
年来首次客场战胜阿森纳。席尔瓦给曼城的中场带来了质的变化，而枪手卖走
了小法和纳斯里，中场已今不如昔。本场席尔瓦与同为西班牙人的小法替身阿
尔特塔的较量值得期待。周一凌晨零点10分，见证不一样的红蓝大战。

■记者 陈普庄

欧联杯抽签多场强强对话
曼彻斯特双雄首轮不轻松

里昂 VS�希腊人竞技
那不勒斯 VS�切尔西
AC米兰 VS�阿森纳
巴塞尔 VS�拜仁慕尼黑
勒沃库森 VS�巴塞罗那
莫斯科中央陆军 VS�皇马
圣彼得堡泽尼特 VS�本菲卡
马赛 VS�国际米兰

拜
仁没事偷着乐

12月18日（周日）
01:30�英超 维冈VS切尔西
20:00�英超 女王公园VS曼联
22:05�英超 阿斯顿维拉VS利物浦
00:10�英超 曼城VS阿森纳

不一样的红蓝大战

抽签结果

布莱特纳给拜仁抽到一支好签。

欧冠第二阶段
淘汰赛抽签揭晓

周末精彩赛事预告

赛场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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