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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季后赛·英雄无惧…

长沙市煜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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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留园路 18号 1栋 402房
联系人：赵东海，电话：13397618225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
书面形式申报债权。地址:长沙市
曙光路 80号曙光大厦
联系人:魏先龙
电话:84872699

长沙龙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特别推荐：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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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0417741本人亲谈

湖南金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日
期:2009年 04月 23日；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2-1）（2-2）；注册号:
4300000000561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印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0年 12
月 1日核发的 430111000081820
营业执照副本 2-1、2-2作废。

遗失声明

以下人员遗失保险从业资格证
易胜全 200103430100000000
20；黄秋香 2001014301000000
0139；李雪梅 20020643010000
000051；刘鹏 200704HNCS
457350；谢田 00200908430000
04088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4离征收户独住家境富裕征
过曰子男成家 13187046918
女 39离大专家族企业有房车寻
顾家男相伴一生 18900744214
有一批高素质美女富姐能征婚
交友应酬陪护 15574846589

交友择偶 88825413

男 52 岁丧偶退伍军人健康相貌
端正经商多年经济优诚寻健康
善良女士共同承担家的责任安
享晚年有孩可 15059793018 亲谈

长沙中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2年 4月 2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110
00154212（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吉

湖南海洁特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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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素芳，电话 13873100981

注销公告

湖南立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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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韶山路 25 号 A 栋 901 房，
联系人：王秋玲，电话 13787316599

注销公告

张灵芝 2013 年 5 月 10 日遗失身份证，
号码：430304198807263783，声明作废。

湖南报关协会遗失原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嘉龙机械设备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 2012年 5月 17日核发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号：
79911682-0，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联通公司华诚专营店遗失
机打收据，号码:31658001-316
60000、31074001-31076000。
机打发票，号码:30458001-30
460000、30298601-302988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西我们一起飞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1 年 7 月 28 日核发
的注册号 430192000042308（1-
1）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女征婚:中年女离异温柔贤惠
重情爱家经济优觅真心待我男不
重你条件婚友随缘 15622897032

高 锐 00200807430000036201号
戴李凯 20020643020000001254号
谭雨婕 00200901430000003351号
汪 敏 00200811430000061435号
肖 艳 20050843060100000647号
刘丹华 20070343060100000470号
保险代理人员从业资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安厅装备财务处湘 AS3097
行驶证。 省公安厅湘 AS3736，
市监察局湘 AA2317，市纪检
委办公厅湘 AA2511 各登记证
书。 龙骧集团湘 AY0385 车牌 1 副。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筒子真牌真骰庄闲通吃。 光纤麻将
轻松一吃三，合作出场。四口程序麻
将可随意控制想要的所有好牌（上
门装） 高清隐形眼镜看透所有扑克
麻将。扑克分析仪斗牛、金花、三公、
二张每把最大。 长沙万家丽中路马王堆银
港水晶城

牌王牌具

13667350099

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公告声明

真功夫纯手法背面识别普通牌，最
新幻影移牌术，包教包会，火车站通
通商务酒店 401室（新天宾馆对面）

博艺牌具 13974936728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低 价 上 门 安 装 麻 将 机 程 序
多款扑克分析仪桌面上不需放镜头
密码麻将、扑克等 长沙晚报正对面

牌具 13467671788牌技

飞针麻将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合
作
出
场

以一敌三， 胜券在握（吃、
摸、碰、杠、胡）掌控全局，准
确率百分之百， 无需控色，
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本产品
超越了以往的任何麻将产品，做
到了真正的傻瓜式操作。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牌具精品。

火车站天佑
大厦 2118 房18900742118
本公司独有的高科核心技
术，一流的团队,可合作出场

跑得快刘
记
牌
具

任何扑克 任何场地
简单方便 百战百胜

13467668666

【化学原料】普通扑克麻将， 一摸即变，
不多不少不重复。 玩斗牛，金花，三公，
牌九，字牌，庄闲绝杀。 不偷不换，任何
人均可学会。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售高科技进口隐形眼镜、一对一
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不会不收费）长沙
火车站凯旋大
厦A座 1405房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长沙市芙蓉区宇成娱乐城
拟在人民东路 139 号开办文化
经营场所， 经营项目宇成娱乐
城， 经济性质个体， 经营范围
KTV,清吧。该场所法定代表人
周健， 籍贯长沙， 按照国务院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公众聚集文
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
法》的要求，对此进行公示，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芙蓉区政务
服务中心市文化局窗口反映，
我们将根据您的反馈意见决定
是否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4683373

2013年 5月 15日

公 示唐敏 2012 年考取的会计从业资格证
430721199207250041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省三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2年 6月 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0000150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鑫遗失湖南农业大学毕业证,编号:
105371200706000124,声明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湘音艺术培训学校公
章、财务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53 岁丧偶退伍后经商资助过
多名孤儿征婚诚寻善良珍惜感情
的女士为伴 13592712373亲谈

谭骛远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923198009221118，声明作废。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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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疗

代 办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

专业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
13787185376

最低卡友 15111337949

大额信用卡
18774961753代办

全省工商注册
电话：18373199876袁

省内大额工商

长沙赏发家具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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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忆湄 ，
电话:15116146996

注销公告

严若军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22424197610080074声明作废。

李琳，201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于 2012年 11月由于
青岛市市南区劳动局存放档案不
慎将报到证遗失，报到证号：01
11053301608。 声明作废。

我司不慎遗失长公特典字第
2006007号特种行业许可证副本
原件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长沙市都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 5月 14日

遗失声明

长沙平畅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礼尚百货商行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静娴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
105321200905202137及学位
证:1053242009206170声明作废

傅梅生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７２３１９８１１０２２０８１３，声明作废。

喻加德 430121197705276138身份证
遗失（于 2006年签发），声明作废。

深圳市沣港华消防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由湖南
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
年 03月 05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 IC卡，代码 5910133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五星恒业通信有限公司遗
失号码为 430111578639011
的发票购领簿 1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启明空调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 2012年
6月 15日核发的 430111000032124
营业执照副本 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慧合传媒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年 2 月
7日核发的 430100000129065
营业执照副本 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沙化工有限公司遗失湘
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0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306240000062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夏菊媛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0319560114002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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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北京时间5月14日，雷霆与
灰熊的NBA季后赛来到关键的
第四场。

如果杜兰特能在加时赛随
便得几分， 如果在最后关头费
舍尔发球能不被直接抢断，或
许结局就会截然不同。“老鱼”
失误虽然致命， 但让雷霆球迷
更感到恐慌的是， 在最需要得
分时，他们的超级偶像、NBA得
分王杜兰特消失了，在5分钟的
加时赛里一分未得。 结果可想
而知， 雷霆客场97∶103再度败
北，大比分1∶3落后。也难怪参加
本报NBA竞猜活动的球迷“大
头” 吐槽，“杜兰特加时赛就成
了一个杜蕾斯， 亏我还猜的是
雷霆能赢得系列赛。”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11
年的西部半决赛， 灰熊也碰到
了雷霆， 他们也曾以2∶1取得领
先，在第四场比赛中，灰熊一度
领先22分， 但双方苦战3个加
时， 最终雷霆过关。 同样的舞
台、 同样的对手， 不一样的结
局， 这一次轮到雷霆领先17分
被逆转了。

虽然杜兰特赛前也信誓旦
旦：“几年前，我们也处于这种困

境，现在知道怎么对付，我们不
能因为输了球， 就低着头去训
练。继续战斗，总会有好结果。”
但好结果并没有在这场比赛出
现， 已经1∶3落后的雷霆岌岌可
危，再输一场，他们就放假了。

少了威少， 雷霆少了太多
东西，快如旋风的反击、凌厉诡
谲的突破，得分尚在其次，最主
要是他能撕破对方防守、 搅乱
对手战术、串联内外线，这些都
是雷霆在近几场比赛未曾出现
的。 但雷霆现在要做的并不是
思念威少， 而是务实地改变打
法， 两队半决赛第五场较量将
于16日上午9点半重新回到雷
霆主场进行，雷霆仍有机会。

在另一片赛场， 去年总决
赛雷霆的对手热火则有截然相
反的命运。有防守大师、匹克战
将巴蒂尔坐镇， 热火只让公牛
队得到65分，最终以88∶65战胜
对手，总比分3∶1领先，布泽尔拿
下14分是公牛队得分最高的队
员， 前几场获胜功臣罗宾逊一
分未得。热火詹姆斯拿下27分7
个篮板8次助攻。也许，今年热
火是等不到雷霆了。

■记者 潘梁平

热火（3）88∶65（1）公牛
雷霆（1）97∶103（3）灰熊
括号内为大比分

直播预告（5月15日）
07:00��步行者VS尼克斯 PPTV
09:30��马刺VS勇士 CCTV5

季后赛战报（5月14日）

近两年中超联赛在比赛质量
上进步明显，中超球队在亚冠当中
的表现也随之变得更加抢眼。5月
14日晚， 在亚冠1/8决赛首回合较
量中， 北京国安主场0∶0战平上赛
季韩国K联赛冠军首尔FC队。赛前
并不被看好的国安队用自己的表
现让第二回合比赛具备更多的可
能。15日傍晚， 另一支中超球队广
州恒大将做客澳大利亚，挑战劲敌
中央海岸水手队。

作为小组头名，先客后主的赛
程安排让恒大在两回合淘汰赛中
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与之相对应
的是，中超球队在亚洲赛场具备了
以往并不多见的强势地位。 据称，
中央海岸队全队年薪仅相当于恒
大外援孔卡两个月工资。

有意思的是，现任恒大主帅里
皮赛前还专门请昔日弟子，现效力
于澳超的意大利球星皮耶罗帮忙
刺探军情。“我和皮耶罗联系非常
频繁，最后一次见面是上周，皮耶
罗在意大利休假，我们就很多问题
进行了沟通，当然也谈到我们即将
面对的这支球队，他告诉我这是一
支身体素质非常好的球队，打法有
序，很激情的球队。”里皮透露道。

■记者 陈普庄

亚冠
今晚看恒大
北京国安主场0∶0首尔FC
15日17:30，中央海岸VS恒大
CCTV5直播

杜兰特成杜蕾斯
灰熊再胜雷霆夺赛点
得分王加时赛1分未得

1∶3落后，阿杜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