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森是只猫：上
周六逛橘子洲碰到了一
个小摊主，和他说话也不
理睬，眨巴眨巴眼睛看着
你。小家伙你是来卖萌的
吗？ 我买十斤好不好？
@Hi都市报

[核实]

1月17日下午，网
友@海森是只猫和朋友
去橘洲公园看恐龙展
时， 在橘洲文化创意市

集看见了这个萌萌哒的
小摊主。“他大眼睛眨巴
眨巴地看着人， 问他摊
子上的东西多少钱，他
也不说话。”网友@海森
是只猫本来还担忧“这
么小的孩子， 爸爸妈妈
怎么让他一个人出来摆
摊？”没一会儿，小朋友
的家长回来了。“其实小
摊主的爸爸妈妈就在附
近。”（姜女士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记者 张明阳

@线索王： 快过年了，
长沙街面已经被腊鱼腊肉
入侵，只是放到变电箱上，不
怕被电熟啊？@Hi都市报

[核实]

1月21日， 市民王先生
路过坡子街附近的铜铺街
小学时，发现校门口的小区
变电箱周围挂满了腊肉，
“这里是老小区， 空中布满
了电线，都不知道他们怎么
能挂那么高。”

腊肉挂在变电箱周围
的保护架上，变电箱上写着
“高压危险”。记者询问周边
商户， 也找不到腊肉的主
人，大家猜测，应该是旁边
小区的住户。

这里多为高层建筑，
阳台封闭， 只有此处的阳
光最为充足， 难怪腊肉主
人不怕危险把腊肉晒在此
地。

对此，网友们忍不住吐
槽：“长沙的吃货们也真是拼
了！(市民王先生提供线索，
奖励30元)

■记者 梁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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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家利多网络营销有限公司
湘 A2WF33道路运证遗失，编号
430100161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芦李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304198701203520声明作废。

长沙中锦物业公司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湘字 4301113965
36871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伟恒 430111197812096017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江厦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自
2015年 1月 1日启用长沙市公
安局核准的印鉴，原有公章、
财务专用章作废，特此声明。

声 明

湖南兰天岳麓销售有限公司遗
失合格证车型：DFL7168VAK1
-BP1，颜色 :钛古金，VIN 码 :
LGBH52E04EY270911，发动号:
HR16607715X，出厂日期 :2014
11月 1日，合格证编码:WAC292
0006000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莉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52
8197407070028,声明挂失。

郴州市新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胡强遗失建造师证，证书注册
编号：湘 24305080333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龚羲(身份证号 43038119870514
505X)购买的长沙市开福区洪山
路 188号藏珑湖上国际花园 3-18
栋 101、102 收 据 编 号 6079290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征婚女 33 岁丧偶独居端庄贤
惠气质佳，经商经济优，诚寻顾
家踏实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贫
富不限，有孩视亲生 13556819332 亲谈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分公司不慎遗失交强险
摩托车定额保单（排气量 250CC
以上）1 份，印刷流水号：1343
025908；交强险摩托车定额保
单（排气量 50-250CC（含））4
份，印刷流水号：1443136442、
1443136445、1443136490、1443
136505；驾无忧激活卡（A 款）
1 份，卡号：134382654648；吉
祥如意无忧卡 1 份，卡号：144
352383800。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立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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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旭蓓，电话：15111377778

注销公告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遗失湖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份，号
码为湘财通字（2013）140500
000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翠娥遗失湘潭市卫生学校毕
业证，普字第 2003133174声明作废

长沙泰福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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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劳动东路美林景园 12栋 1203
联系人:李冬 18867360698

注销公告

◆伍爱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毕业
证 ,编号 :65439108043168652;
二级人力资源师 ,编号:10180
00006200062,声明作废。

湖南睿创商贸有限公司原公章
已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公告 声明

急转小车
宝来二万、面的六千 18890597042

便 民 服 务

空乘、机场地勤、海员、海乘、高铁、
地铁专业学历教育,多种劳务派遣，
联系人:马 13574897026

找学校 找工作

低息快捷(润析投资)
房地产在建、新建、承建、BT
各类矿山（扩建技改）水电站
种养殖、新能源、专利、厂房
企业、个人资金周转 500 万起
详询:15803087797(重庆江北)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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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无任何前期费用，手
续简单 15173128692代办信用卡

资金雄厚，审批快捷，方式灵
活，区域不限，企业、个人资
金周转，优质项目在（扩）建
工程(房产、水电、能源、养殖、
农林业、矿山、学校、酒店、
餐饮、旅游、交通）等。
详询：

川朋投资

028-6899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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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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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大额贷款利率低，当天下款
13272424519

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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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万信用卡提额前期无任何费用
1397494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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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信用卡下卡快, 无前期费
用 1300748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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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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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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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
★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在建工程、
IT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大 额 资 金
寻优质项目深发投资

028-67893333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0731-82241122 Http：//www.gzjtn.com
法律商务咨询,行踪、婚姻找人债务。

前景好,有海外银行，保险公司
支持合作的网络产品项目寻求
合作，联系电话 ：15873182527

项目寻求合作

下卡快，前期无费用，手
续 简 单 15116383533代办信用卡

代办信用卡额度高，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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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招市县独家代理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价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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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大学熊铁军遗失大专毕业
证，证号 01118822 声明作废。

另办理信用卡
18569032923低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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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实]
长沙网友“警察三宝”在搭乘地铁时

发现列车内车门上方的到站提示灯从来
不闪。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小伙子特地
画了张列车车门图并@长沙地铁发问。

而长沙地铁也及时回复：“那里没有
灯泡，本来就是不闪的。”至于长沙其他地
铁线路是否会使用闪灯提示牌，长沙地铁
回答：“以后设备采购会在听取市民意见
后不断改善。”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彭诗娴

@警察三宝：地铁君，这个地铁
到站提示灯为什么一直不闪啊？难
道是因为耗电？ 节约用电也不是这
样节约的呀……为了图文并茂，同
时不露声色地展示我深厚的绘画功
底，也是蛮拼的。@Hi都市报

[核实]
1月21日上午，网友“文斌CN”开车送

人时，在梅溪湖管委会停车场看到了这部
“小熊牌”汽车。不仅车子引擎盖被贴成了
一只可爱的小熊，两边反光镜上还贴了两
只轻松熊，而且驾驶座前方也摆满了整整
一排的卡通公仔，看起来“萌萌哒”。

好看是好看，但驾驶室内摆放配饰很
容易阻挡驾驶员视线，安全隐患大。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彭诗娴

“小熊牌”汽车出没，
请注意！

@文斌CN：汽车如此萌萌哒，
看到也是醉了！@Hi都市报

腊肉入侵变电箱
不怕被电熟？

小摊主，你来卖萌吗？
买十斤好不好？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