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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誉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111200011080319，声明作废。

易淑纯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1119551101084X，声明作废。

胡安强、胡章礼遗失宁乡县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 合同号：
宁土合（2002-92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征男 54 岁丧偶重情有责任心
经商经济生活富裕寻觅持家年龄
相当女可带孩 13048888538
特别推荐：吴女士 28 靓丽空姐家族
企业夫无孩离寻可靠男交往你如真
诚我愿付出所有 18817421518
男 51岁退伍丧自营小厂， 寻有责任
心，能互相理解，重感情，顾家的女士
为伴，可带孩和老人 13510817658

男 48稳重和善责任心强经商多年
朴实顾家想找善良顾家贤淑朴实
女为我终身伴侣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可带老人小孩拒绝贪骗非诚勿
扰 13590225619【有缘共同发展】
本人征婚： 男 48 岁丧偶独居重感
情有责任心，经商事业有成，渴望
完整的家，诚觅善良体贴孝顺女为
妻，有孩视亲生 13760469918亲谈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诚
觅体健重情男为夫，贫富不限，有孩
视亲生 18312533016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男 46 岁丧偶多年为人随
和性格脾气好,经商事业有成,诚寻
善良孝顺顾家女相伴一生, 有孩视
亲生 13798285840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男 55 岁丧偶收入稳定
有修养有孝心诚寻一位母爱大方
重情女士携手夕阳 159868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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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

受托， 我所发布郴州市东升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资
产包转让信息， 债权资产总金
额为 1934.86万元，转让挂牌价
格为人民币 172 万元， 交易保
证金人民币 40万元。 报名截止
期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详见
www.hnaee.com，联系人：陈先
生 84119391 黄小姐 84178699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2年 5月 8日

郴州市东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等四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男 48岁丧偶退役军人经济生活稳 定

寻善良会持家孝顺的女士为伴 户籍
不限可带老人小孩 13725570679

非诚勿扰 13725570679

长沙市芙蓉区树不子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5659298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长沙市中兰德担保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 2011 年 11 月 24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430000000019604 (2-1)S 的营业
执照副本。 另遗失长沙市社保局
核发的 430101117313426 号的社
会保险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上级批准， 湖南教育音像
电子出版社转制为国有独资企业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
责任公司”， 原机构和事业法人
（事证第 143000000426 号） 予以
注销， 其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均
转移至新公司名下，特此公告。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 5月 7日

转制公告

泸溪县道路运输行业协会丢失 湖南
省社会团体会费收据一本， 票 号为
00110051-001100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蒋馨 510226197711059823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杨清钰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3200008100024，声明作废。
陈碧纯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2310102026，声明作废。

李哲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２１１１２１１９８５０７１５２２１９，声明作废。

湖南省社会学学会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 税 湘 地 字
430105B896764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宏华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2924198212190052，声明作废。

蔡丽芳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1023198204123726，声明作废。

梦你来圆漂亮美少妇谢雅慧 28 岁
柔情似水特寻健康男子圆我美好心
愿有缘助发展 18770930356亲谈
（真情求助）芳芳 28岁 1.65米靓
丽温雅寻异地健康激情男士圆我
美好心愿 18379955261本人亲谈

首次征婚男 48岁丧偶人品好诚寻
有爱心，善良，孝顺顾家女士为
伴有孩视为亲生；13728647272

男 49岁丧偶慈祥父爱成熟稳重经
商特寻仁慈母爱女士为伴有孩视
亲生助发展 13798851136本人亲听
《等爱圆梦》女 27岁妩媚性感诚
求体健老实好男人给我美好的未
来 18779363308【有缘助你发展】

成功商男 54 岁丧偶稳重有修养觅善
良贤惠真心过日子的有缘女士为妻
女方可带小孩 13712982190亲谈

温柔气佳女婷婷 28 岁上海人高雅
丰满体贴经济优特寻异地健康男士
圆我梦助发展 15216838582亲谈

曾庆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2010 年毕业生道路桥梁工程 技
术， 遗失报到证， 证号：20101
2425300256。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勇 430104199011133012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鸿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税控机及税控发票，发票编号
20040601-20040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首次征婚男 49岁有家没有室 丧
偶多年体贴阳光个体经商生活 富足
享受人生找个伴侣寻能一起 是个伴
独立的女士享受以后的晚 年生活有
缘请致电或短信 13798561581

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自营所以多
收入稳定正直重情风趣诚寻贤淑孝
顺女士为妻可带老人小孩。 亲谈

本人征婚 13632715773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请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缘定你我） 窈窕多姿女阿英 29 岁
家境优夫不育离无孩特寻好心男帮
我圆有孩家 13767319073亲谈
女 28 性感嫁富商夫意外导致不
育为继承家产寻真诚男圆我母亲
梦重谢百万亲谈 13755744410
女 30嫁某企富商家产过亿因夫先
天不育为继承寻诚实男通话满意
见另重谢百万 18379956573

徐大鹏、洪莺遗失坐落于芙蓉
区荷花园路惠泽园的编号为
长国用 (2007)第 016013 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苏圣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1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21000036
041(2-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付松武遗失户籍卡，身份证号
37078619860301301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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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

@参考消息：【“治打嗝棒
棒糖”】 美国13岁女孩马洛里
在2010年夏天萌生发明治打
嗝妙方的念头。她上网查询民
间治打嗝偏方， 反复试验，换
过大约100种配方后才最终制
成主要成分为苹果醋和食用
糖的棒棒糖。只要含着这种棒
棒糖， 打嗝症状会得到缓解。
她以此为契机涉足商界，当上
自创公司的CEO。

趣闻

一扫知天下

(手机扫描二维码看微博)

@警民直通车-上海： 上海警方已针对
网民“@沪上阿飞”在博文中所述的内容开
展调查。警方正告：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和目
的，法律的威严不容任何人挑衅，任何违法
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对呀沛沛涵：赞，这么快就破了！阿飞
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上海菠萝油：应当查实，如果是玩笑
也不能这样开，如果是真的应当严办。不然
容易助长恶势力，甚至有人跟风~

@又又子样白羊座：《治安处罚法》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
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

@Nesss：就猜到是软文。
@肥蛇蜷在被窝里：这是什么脑袋瓜想

出来的白痴策略。不过我还真是记住了……
@轨交幺幺零：有这么做广告的吗？出

自此人的手机，质量能有保证吗？无论出于
何种动机和目的， 法律的威严不容任何人
挑衅。

@GJ的微博：我还以为是义侠呢。原来
又是炒作！

@三湘都市报：她和他的车展。一对老夫妇，老先生在车
展外捡空瓶， 老太太买了门票在里头捡丢弃的广告纸。 午饭
时间，老先生拍扁小面包，从门缝塞进去，嘱咐老太太赶紧吃。
PS:愿得真心人，白首不相离！那句我爱你，抵不过这面包的情
意。如有感触，请转发祝福！（图by@冠军小屁屁）

微博有贼？
原是炒作！
网友：这是什么人想出的策略
法律威严不容任何人挑衅

@新民晚报新民
网：【广告公司经理为
推广手机伪装“小
偷”】据@上海网警老
猫， 上海一广告公司
客户经理林某为推广
手机， 以赃物微博展
示为名， 向网民展现
手机， 以此达到推广
手机的目的。 公安机
关现正开展进一步调
查。

@成都商报：【小偷也开微博？】@沪上阿飞：
“五一节后，虽然已经过了旺季，但是得手率明显提
高，今天早上八点八号线人民广场站开工，盯了十
个主，得手8个。每逢节假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很匆
忙，而且没有精神，得手率就高，共计6000元到手。”
此微博还称丢了手机的， 月薪3000以下可归还！真
小偷？打广告？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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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点

一个面包的情意
都市拍客

@新闻晨报：【请取下遮
阳板上的CD�因为它可能要你
命】大家是否经常在汽车遮阳
板上放CD？可是，某公司高管
张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罪魁
祸首就是那遮阳板上的CD。
尸检发现，他全身仅有太阳穴
处一轻微划痕，而死因就是遮
阳板中的CD片在车辆碰撞时
飞出，划伤了太阳穴。为了安
全，请您务必注意。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