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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玩乐A14

河西未来城 2房 2厅 1卫 85平
米，双证齐免税房 56.8万急售，
电话：13308466296何先生

精装修房出售

普通船员、电工、厨师共 80 名男
55 岁内， 月 8000-16000 元，包
吃住办保险。 15261429606杨总

南京硕昌船舶直聘

岳阳信和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所有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与公司清算组
彭 敏（18627135796）联 系 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解散公告

本人宁益辉在湖南省邵阳市遗
失丰田普拉多车辆手续一套，
车架号：JTEBX3FJX
E5050397发动机号 2TR13
95885商检号；121500114261
54-11流水号：AA3941907，
声明作废。

长沙软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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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县星
沙街道尚城 a栋 1201。
联系人:石磊 电话:15211068762

注销公告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长沙
雅戈尔中心专卖店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湘国税登字 43
01037506011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雄(身份证号码:4210811986
03013059)遗失 2014年 3月职
称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单，科目:
英语-理工(A级)，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奔奥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张希)各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云溪区闪亮地带一店，注册号：
430603000000573； 云 溪 区 闪
亮地带二店 ,注册号：430603
000000565，均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德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及（谭德雷）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电信实业公司湘 A57392，
长沙长途电信局湘 AU1205，
湖南无线通信局湘 A08646，省
电信长沙市分公司湘 AV8351、
湘 AG2351，电信湖南网络资产
分公司湘 AEE607，湖南航天医
院湘 AH6120各登记证书。 中国
电信长沙分公司湘 AK5939 行驶
证、登记证书；湘 AK5960 行驶
证。 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公司
湘 AQ5112车牌 1副。

公示作废

办理大额贷款利率低，当天下款
13272424519

理财咨询

公告 声明

便 民 服 务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急转小车
宝来二万、面的六千 18890597042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仅需身份证 18390913634
信用卡 5万起

租售多款普通扑克分析仪 360 度旋转
报牌桌上无需放任何东西。 单人操作
感应麻将机， 免费上门安装万能麻将
机程序，一对一高清透视眼镜，麻将，
筒子一摸就变！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牌具MKP 15273168888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专业牌具加工定做
批各类扑克字牌筒子牌九骰子。
最新实战高科技牌具 15802656588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邀 KTV老板加盟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价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源、牧
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
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让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招商 促销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代办 5-50万信用卡快速下卡，手续简
单 18569031723

专业办理信用卡白金信用卡， 前期
无费用 15616011400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全国直投， 诚信快捷。低息办理
各类优质项目(欢迎中介合作)。
电 话 :13883859188 韩 经 理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中心 A 座 10-7

融麟直投 资金雄厚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最新厂家普通扑克分析仪，感
应筒子，飞针麻将！ 批发各类
牌具！ 传授各种牌技 车站中
路 277号门面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招商热线 13548958148

长沙火车站黄金广
告位招商，欲购从速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代办 5-50万信用卡提额前期无任何费用
13974947366

免费提供电话转接平台，
一人在家轻松操作， 男女
不限， 每日收入 500 元以
上，当天结算，无需押金。
上海宏达电子软件有限公司
021-51932209、15221385925 刘经理

轻松挣钱好项目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速办各大中小企业，50万起
低息贷款，个人周转，创业，
种养殖无抵押，外地可。
18551812466高经理

隆尧投资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5016748553本人亲谈

本女征婚：商女 35岁离异自营
实体经济优有房车寻重情爱家
男共发展有孩可 13828749423亲谈 彭志海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722198610028717声明作废。

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车牌号为湘
A3953 挂和湘 A57079 的两本道
路运输证 ,证号分别为 4301000
17373和 4301000173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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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1月2日至6日由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
主办的江苏“西楚五子”作品展在长沙简
牍博物馆展出。

此次参展的杨正伟、杨振廷、华敬福、
罗东风和田凤5位国画家均来自江苏徐
州，他们当中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公务员，
还有从事艺术推介的策展人。66岁的杨正
伟，是我国著名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先生的
入室弟子，尤擅山水画和花鸟画。杨振廷
早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师从著名画家
吴山明、冯远先生。华敬福、罗东风、田凤
属于后起之秀，他们画风迥异，个性显露。

■记者 吴岱霞

由左汉中策划的《白一
新作·追溯本源》 首发式暨
作品观摩展将于 1月 11日
（周日）下午3点在美仑美术
馆（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
号）举行，持续至1月31日。
展览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湖南省美术家协
会、湖南省画院、湖南美术
出版社主办， 美仑美术馆、
大希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协办。

这批作品是已故国家一
级美术师、 著名工笔人物画
家陈白一先生 （1926年 9
月—2014年4月2日）80寿诞
之后，花八年时间完成的，共
创作了近300幅。 可以说，这
批画是他晚年艺术生涯的最
后一批成果, 此次展览遴选
了88幅作品。 从题材看有一
批民俗题材的创作画草图，
如八仙过海、刘海戏蟾、牛郎
织女等神话故事；也有秦琼、
穆桂英、关公等古装人物；还
有鱼乐、 回娘家等现代民俗
题材。

■记者 吴岱霞

最具刺激性的运动

750米室内游泳，10公
里室内自行车骑行，紧接着
5公里室内跑步，依次进行。
对于一般不怎么运动的人
而言，能完成其中某个单项
便已是极限，但这绝不是铁
人的极限。

对铁人三项运动有一
点了解的人就知道，奥运会
标准的铁人三项比赛游泳
项目的距离是1500米，骑
行距离是40公里， 跑步距
离要达到10公里。 而且这
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铁人
三项比赛游泳项目达到3.8
公里， 骑行距离为180公
里，光跑步项目就要达到一
个 全 程 马 拉 松 的 长 度 ，
42.195公里。

所以铁人三项运动一
直被美国人认为是最具刺
激性、 挑战性的体育运动，
每年都吸引大批业余爱好者
趋之若鹜。而在中国，进行铁

人三项运动的人还比较少。

不是谁都可以参加

本次比赛，我们共设男
女组各20个名额参赛。年满
18周岁-60周岁均可报名，
正式比赛将于1月24日下午
1点正式开始， 男女组各取
前三名进行奖励。

铁人三项比赛虽然刺
激， 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参加。

选手报名时，将由全力
健身俱乐部的健身教练免
费提供体质检测，只有达到
健康标准的人才能通过报
名， 报名截止到1月12日12
点整。

通过报名的选手将从
本月13日开始有一周的时
间适应场地，1月20日前，每
人每天上午在三家场馆均
可免费训练两小时。

■记者 潘梁平

由湖南长沙火苗实验戏剧工作室出
品、果实戏剧工作室特别支持的2015年本
土创新戏剧作品《对镜成三人》将于1月9
日、10日晚8点在湖南大剧院上演。

《对镜成三人》 改编自西班牙同名小
说，导演徐静将世界戏剧大师尤金尼奥·巴
尔巴对于欧丁剧坊的表演技法融合到整部
戏剧当中，集传统、实验、概念、肢体、装置
于一体。 故事讲述了胡安和罗拉夫妇俩结
婚多年没有孩子， 新来的邻居小伙儿曼奴
俨然成了他们生活的调味剂，某天，曼奴突
遭车祸，在医院卧床不醒，夫妻俩的婚姻就
此陷入危机，怀孕的妻子将胡安赶出家门，
无处可去的他， 只能偷偷居住在曼奴的空
房子里。 在这个似乎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
房子里， 胡安发现了妻子罗拉和曼奴的共
同秘密……导演徐静希望《对镜成三人》作
为一面镜子，提供给观众，以便发现那些我
们已然存在内心的东西，它未必轻松，但是
我们不应为部分生活哭泣。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本报举办湖南首个室内迷你铁人三项赛

寻找湖南“铁人”

好玩俱乐部

比赛时间 ：2015
年1月24日下午1点起。

报名截止 ：2015
年1月12日12点整。

报名方式：
①登录华声玩乐频

道（http://haowan.voc.
com.cn/�）点击相关主题
帖报名；②加入湖南铁三
QQ群（428885435）报
名。

周末
去看陈白一新作展

《对镜成三人》周末上演

“西楚五子”画展在长沙举行

人类身体运动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参加一次铁人三项赛，完成一次铁人三项赛，或许你能

找到答案。
1月24日，由三湘都市报联合湖南奇境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长沙全力健身俱乐部、长沙贺龙游泳馆共同主办的湖南
首个铁人三项赛将在长沙举行。

这次我们把游泳、 自行车、 跑步三项比赛全部搬进室
内，并在奥运会标准铁人三项比赛基础上降低难度，寻找湖
南铁人。

小贴士

《对镜成三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