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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亚洲U23青年锦
标赛预选赛暨2016年奥运会
预选赛亚洲区资格赛J组比赛
27日展开， 中国国奥队5比0
干脆利落击败蒙古国奥队。

比赛中，国奥队开场两分
钟就取得了进球，刘彬彬助攻
同在山东鲁能效力的吴兴涵
拔得头筹。余下的比赛国奥完
全掌控局势，头顶脚踢又进了
4个。国奥在比赛中还获得了
两个点球，但只罚进了一个。

接下来， 国奥将分别在
29日、31日与同组另两个对
手新加坡和老挝队比拼。根据
规则， 各小组头名以及10个
小组中的5个成绩最好的第2
名将获得亚足联U23锦标赛
资格。该项赛事前三将进军里
约奥运会。 ■记者 王亮 刘涛

雄厚资金，支持个人、企业各
类项目（矿产、地产、电站、
农林、林权、养殖、在建、扩
建、新建工程等）（区域不限）

时代锦华投资

400-027-0288、028-6889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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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905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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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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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兵勇气体有限公司遗失由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1
年 9月 28日核发的气瓶充装许
可 证 正 本 和 副 本 ， 编 号 ：
TS4143A45-20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龙辉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工商营
业执照副本 430600000039313
（2-1）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杰思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损坏一枚，声明作废。

无需抵押，额度大，三天
可放款。 15608473936信用贷款

遗失声明
湖南清风杂志社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09 年
12月 2日核发 430104000028260
营业执照副本(2-1)N，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F9V332 的游思文、 湘 AZ1J29
的周鸿智、 湘 AGP628的周建
武、湘 AZM039的陈迟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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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3月 28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自助洗车机聘：业务经理、洗车工、安
装点及代理 。 13332516331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废电线电机等13607480245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专业代办信用卡无前期费用，手续简便，
下卡快。 13007428701

无前期费用，下卡快专
业办理 13974947366大信用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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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54687专业代办信用卡

代办信用卡下卡快， 前期无任何
费 用 15673129141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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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克拉币产业招商
至比特币问世，克拉币已成为
未来趋势 .详询 18229804252 高

无抵押无担保,息低下卡快,
前期无费用。 13077349657贷款办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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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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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卡快息低，无抵押免担保，
前期零费用 13237311424办信用卡及贷款

各类项目 全国直投
详询：028-83358135

诺承投资
一诺千金

低息炒股88866449

2015 黄金养殖产业
武汉裕农世纪水产养殖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水蛭、龙虾、
泥鳅、 中华鳖等水产种苗的
繁育，技术推广的高新企业。
本公司提供优质种苗， 免费
传授养殖技术， 上门指导建
场，确保养殖成功。
咨询电话：027-87771668
短信索函：13871005741
网 址：www.yn9188.com
供种地址： 国家农业科技园创业
中心武汉裕农世纪水产养殖公司

安徽盈聚投资
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电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矿山、
交通、在扩建工程等)轻松解决
资金困难。 诚聘驻地商务代理
袁经理：18297903069
邮箱：2089340843@qq.com

孕妇优生保健品招市县代理
13907482007

自有大额资金解决中小企
业、个人创业贷款，为各类工
程、矿山、农业、电站、房地产
贷款，300 万起贷，区域不限，
手续简便！ 重庆渝中区黄花园
023-89168198

大额资金 投资首选

下卡快，前期无任何
费用。 15210841133代办大额信用卡

华南理工大学研制。 0731-84137887
净水机，空气净化器招

商

遗失声明
长沙亚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代码:
4300142140，发票号码 :00875
109-00875111，声明作废。
◆王庆祺遗失集体户籍卡，身份证号
430724198408140047，声明作废。
◆葛奕志遗失身份证、户口本，
身份证号:430702198607222011，
声明作废。
◆卢懿遗失毕业证，编号:1053312
01402003362，声明作废。
◆阳堰遗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高级技师证，编号:071800000
61002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丹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王君有
联系电话:18673185262

遗失声明
湖南昱丰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116755581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华融礼和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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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 43
号附 302 号，联系人：李深海，
电话：13017394966

◆贺航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86110320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腾超百货商店遗
失由长沙市雨花区国家税务局
2012年 6月 15日核发的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湘国税字 43232
219670210591X 号，声明作废。

◆林树枝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5196410110515声明作废。

◆杲丽双(身份号:132201199109041228)
遗失湘迁字第 00035352 号户口迁
移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阿旭七匹狼服饰
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330382198901054916 声明作废。

◆赵玉彩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34300442001994，声明作废。

◆杨顺清 430103193603101520
户口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红拓钻探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电话：13548568868吴镇红

◆吴羽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1060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华盛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遗失临时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6025617337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晟泽农产品有限公司将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4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301110001276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地震台招待所遗失税控发
票发票代码：243001071056 发
票号：20487718-20487721，作废

遗失公告
保靖东秀建材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保靖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1年 12月 1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3125000005073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历经铺乡文哥土菜馆，
遗失长沙市地方税务局手写
发票百元版 25 份 ， 号码为
60226051-60226075,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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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有“小苏迪曼杯”之称的“羽
林争霸”2015红牛城市羽毛球赛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行。比赛报名平台将于4月1日正
式开放，由于名额有限，每一城市报名队
伍达到32支的上限后，新的报名申请将作
为候补参赛名额，所以除了手快，网速也
很重要。

本届“羽林争霸”总冠军将为8月份在
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世锦赛决赛开球，并在
世锦赛比赛场地史纳延体育馆内与羽球
巨星陶菲克率领的印尼俱乐部代表队进
行一场友谊赛。

想成为与陶菲克打比赛的球队就得
一步一步来，“羽林争霸”2015红牛城市羽
毛球赛华南赛区（湖南）的赛事，将从4月
25日、26日正式开始。 湖南省4个城市站
点，分别是长沙（4月25日-26日）、株洲（5
月9日-10日）、湘潭(5月16日-17日)、益阳
（5月23日-24日）， 共将吸收参赛队伍128
支，参赛队员近1000人次。

只要你喜爱羽毛球运动，就可登录“羽
林争霸”2015红牛城市羽毛球赛官方网站
(http://ylzb.redbullsports.cn/)和大湘网
湖南赛区的专题页面了解赛事及报名相
关信息，凡年满16周岁的非现役或退役专
业运动员均可报名参赛。湖南省总报名咨
询热线：0731-82566463。 ■记者 潘梁平

前面不给力
后面还自残

从接连对阵海地和突尼
斯这两场比赛的安排看，估
计中国足协是算计了一番
的。国家队的如意算盘是，这
两场比赛赢球赚取国际足
联的积分，以保证国足排名
在亚洲前八名以内， 从而为
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确保一个种子队的
身份。海地和突尼斯国际足
联的排名都比国足高， 排名
更低的国足如果能够战胜
他们，获得的积分更多。这个
计划关键在于这两支球队
实力都不强，亚洲杯余威还
在的国足胜算不小。

可比赛开始后， 海地队
并不想大老远跑过来当炮
灰，国足攻势如潮，海地也不
甘示弱。从场面上看，国足还
是占据优势的， 但不幸的事
情又发生了———国足得势
不得分。 前面不给力也就算

了，后面还来了个自残的。第
33分钟，门将王大雷在禁区
内控球，海地球员路易斯抢
断打空门。 直到第58分钟，
中国队才由替补出场的杨
旭破门扳平比分。但好景不
长，第73分钟海地队员格里
尔反越位成功低射破门，国
足又落后了。好在国足这次
带着福将于大宝在福地长
沙踢比赛，第82分钟，刚刚
上场的于大宝头球破门，扳
平比分。要不然，恐怕是这个
平局都保不住。

都是大字辈
差距可不小

这场比赛国足最“亮眼”
的两个人， 无疑是门将王大
雷和前锋于大宝，都是大字
辈，但在这场比赛中，差距可
不小。

第33分钟，王大雷接梅
方回传，在本方禁区内控球。
对方球员路易斯上抢， 在对

抗中王大雷倒地， 路易斯断
球打空门得手。亚洲杯扑点
球神奇， 这个丢球同样“神
奇”。结果，中场休息后，王大
雷就被颜骏凌换下。

赛后， 国足主帅佩兰表
示， 中场换下王大雷有因为
他失误的成分，但热身赛出
现这样的失误可以接受。“一
次失误不会影响他在国家
队的未来，未来你们肯定会
再看到他。”佩兰说。

王大雷给球迷惊愕，于
大宝则给了球迷惊喜。第82
分钟，中国队连续获得角球，
就在几个角球之间， 教练组
用于大宝换下武磊。就在最
后一个角球开出之际， 于大
宝从场边跑到了禁区。球到
人到，球就进了。

于大宝上次在长沙比赛
还是2013年3月22日国足与
伊拉克的亚洲杯预选赛，同
样是替补出场， 第93分钟，
他打进绝杀球。

■记者 刘涛 王亮

国足长沙2∶2战平海地

国足没捞到“海底”发布会上， 篮球巨星马布里与羽毛球名
将傅海峰在发布会现场切磋羽毛球。

想争霸羽林？
4月1日报名

相关新闻
亚锦赛预选赛开打
国足5∶0胜蒙古

在长沙，如果能够捞到“海底”，是一件值
得高兴的事情，这被视为是一种幸运，但中国
男足没有捞到这个“海底”。3月27日晚，在国
足的一场热身赛中， 尽管对手海地的名字像
足了“海底”，可赛前希望赢球赚取国际足联
积分的国足却没能如愿， 与对手2∶2战平，而
且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才拿到了这场平局。
看起来，倒是被海地队捞了一个“海底”。

国足队员于
大宝进球建功后
庆祝。
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