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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看台A15

1月11日，“三人行” 书画作品展将在
湖南省藏福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40余
幅作品，将持续到1月18日，这也是湖南省
内第一次将油画、书法、国画共同展出的
展览。

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展出中国油画学
会理事、 中国美协会员段江华的油画，中
国书协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周用金的书法， 怀化学院美术系主任、教
授李昀蹊的国画。 藏福美术馆特邀请油
画、书法、国画三个美术类别的艺术家合
并展览，让书画家有缘各显其能，取长补
短，促进艺术交流，既可丰富观赏者的视
觉享受，又能满足藏家各取所需。

■记者 吴名慧

小组对手都是喊打喊杀

先说说国足所在小组里最不被
看好的朝鲜吧，他们的足协已下达了
死命令：小组赛不能轻易输球，尤其
不能输给相对较弱的中国队。 风水
轮流转， 连朝鲜都瞧不上国足了。而
更让人胆寒的是， 朝鲜已经发话了，
亚洲杯没踢好也不用去挖煤， 这才
叫定心丸。

另一个对手沙特更嚣张，4日
他们在热身赛输给韩国，球队遭到
外界批评， 沙特主帅科思明怒道：
“我们亚洲杯首战的目标只有一
个，无论有多困难都要战胜中国。”
中国就这么好惹吗？

至于另一个对手乌兹别克，倒
是没说必胜中国之类的话，他们的
目标是小组赛全胜晋级淘汰赛，然
后打进决赛并夺冠。这跟必杀令有啥
区别？另外，再友情提醒：国足在亚洲
杯与这三支球队交手从来没赢过。

夺冠？连黑马都不算

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伊朗依
然被认为是夺冠热门，博彩公司的夺
冠赔率也再次确认了本届赛事的争
冠集团。 日本被一致认定为头号热门；
东道主澳大利亚则被视为第二大热
门，夺冠赔率同日本队的差别极小；
韩国与伊朗的赔率较日澳要翻番，但
又较其他球队有着明显优势。

有夺冠热门就有令人期待的黑
马， 最被看好的就是与中国同组的乌
兹别克，夺冠赔率排名第五。夺冠赔率
排名第六的是中国队，可奇怪的是，就
连国内的媒体都认为，这玩笑开大了。
媒体普遍认为2007年爆冷夺冠的伊
拉克将扮演黑马的角色，2007年的冠
军成员尤尼斯依然在队中，球队新老
交替也已悄然完成。 ■记者 刘涛

10日17:00��沙特VS中国 CCTV5

亚洲杯，国足不好混

从勾起父辈回忆的《智
取威虎山》，到2015年第一部
进口大片《博物馆奇妙夜3》，
再到杨子姗穿越邂逅“小鲜
肉”鹿晗的《重返20岁》，新年
第一个周末的电影院进入了
合家欢时间， 几部热映新片
都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观
看， 熬过6个工作日之后，不
妨带上爸妈和小孩享受一段
愉快的观影时光。

经历整整一个月的进口
大片缺位后，2015年好莱坞
大片终于以《博物馆奇妙夜
3》打头炮，重登内地银幕。作
为系列影片的完结篇，“博物
馆”原班人马热闹回归了。片
中， 前两集里那块能让整个
博物馆古物复活的神奇“黄
金碑”正逐渐失去魔力，为了
抢救它， 博物馆的宝贝们必
须走出美国， 前往伦敦大英
博物馆去求助法老王阿卡曼
拉的父亲， 搞笑又温馨的冒
险旅途就从这里开始了。好
玩的是，埃及文物馆中的7万
多件古埃及藏品都在片中强
势出境， 栩栩如生的特效赋
予了这些藏品灵动的生命，
让观众大开眼界， 而《山海
经》 中记载的中国最古老的
九头妖相柳也在片中惊鸿一
瞥。 ■记者 吴名慧

追羽超，资深球迷看门道。1月10日19
点，羽超常规赛第三轮湖南江湾队主场迎
战辽宁翼星队，“先锋乒羽”频道将全程直
播该场比赛。本报继续通过“好玩俱乐部”
微信公众号（HwFunClub）送票6张，请读
者去现场观赛。

辽宁队以年轻队员为主，本赛季引进
了韩国第一女单成池铉，男双小将李俊慧
和刘雨辰实力不俗。 在上一场比赛中，该
队以总比分3∶2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广东世
纪城队。在此情况下，本周六的比赛对湖
南队而言，也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郭丽文

去电影院里合家欢

是不是一到周五，
朋友圈就被“歌手”刷
屏？ 上周五晚10点，第
三季《我是歌手》一开
播即引发了追歌狂潮，
9日晚， 节目将播出第
二期，记者从湖南卫视
了解到， 第二期节目
中，歌手们之间的竞争
更加激烈，歌单也已全
部公布。 ■记者 黄煌

周日去看“三人行”

看歌单听歌手

羽超 湖南队VS辽宁队
1月10日19:00�先锋乒羽
想看羽超，来抢票

1月 9日，2015年
澳大利亚亚洲杯开幕，
中国队将在10日迎来
首场小组赛，对手是沙
特。有消息称足协副主
席魏吉祥给国足主帅
佩兰带来了一颗定心
丸———不进四强也未
必下课。哥笑了，这是
定心丸吗？就中国队目
前的实力、状态、球迷
的预期来说，这亚洲杯
不是佩兰的荣耀台就
是墓志铭了。

抢票时间：
即日起至1月10日12点
抢票方式：
关注“好玩俱乐部”微信公众号（Hw-

FunClub），回复“羽超湖南+姓名+电话”，
并说出你最喜欢的羽超湖南队员及理由，
即有机会获得本报赠票。

韩红《梨花又开放》
陈洁仪《心如刀割》
孙楠《梦开始的地方》
张靓颖《饿狼传说》
胡彦斌《一言难尽》
古巨基《父亲》
A�lin�《输了你赢了世
界又如何》

本轮“歌手”歌单

张
靓
颖

韩红

孙楠

袁燕、刘水清、罗小林同志，
请你们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
前到我单位来办理离职手续，
逾期不来的，视作自动解除
劳动关系，放弃应结工资，
其后一切事务与本单位无关。

湖南省消防招待所
2015年 1月 9日

声 明

宁乡县隆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销，请所
有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与公司清算组（孟亮珍）
13397649935联系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公告 声明

本部拟在望城、浏阳、星沙设立
分类广告（公告）代办点，欢迎有
资质 、有资源者前来洽谈 。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招广告代办点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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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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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财团资金直投，适合各种
项目、在建工程，个人企业区
域不限。 详询：028-68999988

川朋投资

湘 AJJ553 的 陈 建 明 、 湘
ADR445 的 廖 正 武 、 湘
APE363 的陈湘军、湘 J3P729
的朱炳、 湘 AGF581 的蒋明
升、 湘 A667QD 的刘坦、湘
FD6348 的易 、 湘 A6EC08
的王新华：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
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决定书》， 逾期未来领取，则
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月 9日

王景

公 告

代办信用卡手续简单,下卡快,无前
期 费 用 13007485260

湖南中农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2年 8月 14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2 -2），注
册 号 ：430100000166287， 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衡阳市改制办批复，同意依
法依规按程序公开处置衡阳市
弘湘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衡阳市石鼓区易赖街 387
号（原市运动器材厂）整体资
产（含 土 地）， 挂 牌 底 价 为
3090.82 万元 。 有意受让者 ，
请于公告期限内，携带有效身
份证明和 1600万元履约保证金
前来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索取转让本标的物相
关资料，办理申购手续。 交易
方式及时间另行通知。
挂牌公告期限：2015 年 1 月 9
日至 2015年 2月 5日
详情请登录衡阳市联合产权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
www.hylhjy.com
联系电话：0734-8215619
联系地址：衡阳市解放大道 16号
邮编：421001
衡阳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9日

2015 年第 02号
转 让 公 告

衡 阳 市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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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大额贷款利率低，当天下款
13272424519

理财咨询

便 民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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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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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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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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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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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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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合作送一万
配资月息 1分 13574880747

想家男 46岁丧偶独居顾家重感
情有责任心，经商事业有成，
诚寻顾家孝顺女相伴，有孩视
亲生 13715179226 本 人 亲 谈

小黎 28岁漂亮夫经商多年无孩
分寻健康好心男士给我个完整
的家有缘助发展 15001871706

湘 APZ993 庄 京 凡 、 湘
ACE825廖新根、 湘 A9CY81
陈勇、 湘 FE9061 付然美、湘
AKM782 丁浩、 湘 A883MZ
柳联栢、 湘 A668X1 陈葵、湘
A5VV93 周中星、湘 AUK603
陈海军、 湘 A66R01 刘礼志、
湘 AM6T17 胡 业 明 、 湘
A2ZK37袁学武：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
第二次《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
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月 9日

公 告

公 告
湘 ATX500 禹 健 行 、 湘
AMH753 邓立章、湘 AVX839
牟大劲、湘 FE0662唐绿青：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
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
催告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1月 9日

曾翔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2
2198402120313，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朱新宇丢失就业协
议书（1151053605074）声明作废。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