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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九地粮油商行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容县开心网吧遗失华容县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2年 6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6230000008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中富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昊威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于 2014年 10月 31日换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
0018895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快易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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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冬香 15116245353

注销公告
湖南鼎仁科技有限公司经全体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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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冬香 15116245353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遗失单证 165 远程
保险单 686 份中不连号 60 份如下：
100000482019165、100000482126165
100000487623165、100000514884165
170005423183165、170005423290165
170005436123165、170005437086165
170005432027165、170005435364165
170005437203165、170005437310165
170005438818165、170005438925165
170067488424165、100000140252165
100000140680165、100000141011165
100000141653165、100000141867165
100000142295165、100000149086165
100000149193165、100000151567165
100000173876165、100000199094165
100000202120165、100000203521165
100000219905165、100000230782165
100000230140165、100000231006165
100000280041165、100000322402165
100000325953165、100000329290165
100000329942165、100000330263165
100000330584165、100000330691165
100000330798165、100000331557165
100000331664165、100000331771165
100000332102165、100000332209165
100000332423165、100000332744165
100000332851165、100000332958165
100000333065165、100000333172165
100000334252165、100000335118165
100000335225165、100000335653165
100000335760165、100000336188165
100000336295165、100000337054165
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遗失单证总计
702 份声明作废（前 10 位是单
证号码 )其中 165 远程保险单
686份中连号 508份如下：
100000480180165-100000481805165
100000484928165-100000485677165
100000489452165-100000490094165
100000510146165-100000510905165
100000520595165-100000521675165
100000531375165-100000534284165
100002371894165-100002375348165
100002380193165-100002405090165
170005255160165-170005256775165
170005264111165-170005264539165
170005270902165-170005422969165
170005424584165-170005425022165
100000148230165-100000148551165
100000232621165-100000232835165
100000245658165-100000262577165
100000271090165-100000271421165
100000272715165-100000275293165
100000275731165-100000276052165
100000276918165-100000277453165
100000358721165-100000359577165
100000367127165-100000368421165
100000392880165-100000393425165
100000403446165-100000404633165
100000405168165-100000405606165
100000420472165-100000421231165
100000434268165-100000435241165
100000444513165-100000456470165
100000459272165-100000459603165
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大额资金直投，寻高端制造业、
房地产、矿产、牧农业，在建工
程、医药能源、企业扩建。 高
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唐经理
15656017778 邮箱 jszrtz@163.com

宝泉佳创投资

注销公告
湖南省新杰钢结构立体车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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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艳 13975894932

注销公告
长沙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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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金宇，电话：13308499050

注销公告
宁乡县双高劳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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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辉，电话：13170474855

遗失声明
长沙丰润服饰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2
年 9月 3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 2013年 7月 23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正本，税号：43010205
16937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国际投资服务中心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
权人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徐沐阳 电话:0731-84773336

注销公告
湖南省国际培训中心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
人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 90 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徐沐阳 电话:0731-84773336

遗失声明
艾春花-株洲市芦淞区淞北市
场 3-29 号遗失株洲市芦淞区
地方税务局 2011年 1月 17 日
核发的地税证正、副本，税号 4
3052319820122586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艾春花-株洲市芦淞区淞北市
场 3-29 号遗失株洲市芦淞区
国家税务局 2011 年 1 月 17 日
核发的国税证正、副本，税号 4
305231982012258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株洲纳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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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王友莉，电话：18570625704

遗失声明
湘潭市诚赫虫害防治有限公司
遗失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岳塘支行预留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晨天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
发票联 12 张，发票代码 :4300
154320， 发 票 号 码 :04098203
-13、04098218，声明作废。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自有大额资金寻项目
★矿业、林业、农业、水电
★房产、学校、在建工程等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

028-68000069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支持，
地产、矿山、农牧林业、生产
企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鑫合财富大额直投

详询：400-837-8677

缺资金找四川时代通融
自有大额资金诚寻各种优质项
目、房产、电站、酒店、农业制造
加工等均可投放资金, 好项目
可入股共同开发，无任何费用。

028-86669005 梅溪湖金茂悦一餐厅转让
400平，位置好，价格面议。
联系人：周经理 电话 14789402888

大额资金 项目直投
★企业及个人融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
殖业等优质项目）。 ★200 万
起投，手续简便，利率低，代缴
工程保证金、土地出让金。
028-66000068

便民 搬家●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公告声明

招商、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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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微信办理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四川豪丰恒利公司
由多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公
司组建。 资金雄厚，为企业和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
审批快，无费用。 028-68803888

沃睿资本
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产、电
站、农牧业、制造业、在扩建
工程等）。 高薪聘商务代理
15395027039徐经理
邮箱:3048947928@qq.com

遗失声明
桂阳县小水电发电协会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桂阳支行 2010 年 6
月 29 日颁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634000090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湘旺矿产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临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年 10月 22日核发的代码
为：56351034-6 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以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祥雨阁餐厅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4年 5月 8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4301046
0031702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黄金海酒吧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于 2005年 9月 1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11
3H2649；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圣铭科技开发研究院不慎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4年 7月 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1020002244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颂方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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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珍，电话：13397607227

清算公告
湘乡市欧宝电器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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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乡市龙洞镇七星村，联系人：
沈裕平,电话:15073288269。

“他今晚的表现很打眼，真是黑
马。”10月30日晚，竹亿轩杯2016年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长沙赛区决赛
上演，36位选手为了心中的T台梦努
力比拼，经过休闲装、泳装秀和礼服
秀三个环节后， 凭借出色的身材比
例与临场发挥， 张新年拿到了男子
超模组冠军， 现场观众对他赞不绝
口。另外，来自湖南科技大学的周丹
宁获得了女子超模组冠军， 肖思怡
摘下女子潮模组桂冠。

当晚的比赛在选手们活力四射
的开场舞中拉开序幕，接下来，孙鏖
沙、 翁芸玲联袂表演的国标舞瞬间
点燃全场气氛， 让人眼前一亮。随
后，20位新丝路模特身穿竹亿轩的
秋冬新品，拿着天下洞庭产品，来了
一场新品发布会。第二轮是泳装PK，
36位选手身穿泳装出场， 这一环节
作为专业模特赛事的保留环节，既
向评委展示了自己的硬件条件，又
用性感的表演给现场观众带去了视
觉享受。在最后的礼服秀展示中，选
手们身穿高级礼服系列，款款而来，
瞬间由性感娇娃转为高贵典雅女
士，迷醉了现场的观众。

经过三轮比拼， 诞生了男子超
模组、女子超模组、女子潮模组的冠
亚季军。值得一提的是，男子超模组
冠军张新年家庭条件有限， 参赛的
鞋子是直接从好友脚上脱下的，比
赛的四套衣服仅准备了一套半，其
余的靠东拼西凑。 ■记者 袁欣

本报10月31日讯 昨日，
2016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在贺
龙体育馆鸣枪开跑，本次比赛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共招募
1055名志愿者和20余名裁判
全程参与赛道上检录、 计时、
饮用水、存衣车、收容车等各
项志愿服务和执裁工作。

为了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志愿者和裁判们凌晨3点就整
装待发集合从学院前往赛场。

赛事全程围绕湘江两岸
进行，覆盖贺龙体育场、橘子
洲风景区、 岳麓山风景名胜

区。赛道全程都能看见体育职
院志愿者灿烂的笑容和热情
服务的身影， 他们用志愿者
“全心全意服务” 的精神为选
手们提供最好的参赛体验，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本次活动的顺利举办，不
仅是星城志愿者的一次集体
亮相，更为省体院师生提供了
宝贵的实践机会，展现了他们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服务
意识，打造出属于体院志愿者
的闪亮名片。

■肖雅雯

省体院千名志愿者服务“长马”

本报10月31日讯 今日，
记者得知，“星云大师书法馆”
已对外开放。 一代高僧星云大
师最具代表性的“一笔字”书法
作品汇集此专馆，永久陈列，免
费向公众展出。

“星云大师书法馆” 是设
立于李自健美术馆内的书法
艺术专馆。该馆展出的星云大
师“一笔字”书法作品，大多为

其双目几近失明之后所作的
“盲书”，其中宽达14米、高达
3.8米的恢宏巨作《沁园春·
雪》是星云大师一生书法中幅
面最大， 从未面世的作品。与
“星云大师书法馆” 同时开放
的还有“星云大师书屋”，这是
目前国内收藏星云大师著作
最为完整的、系统的藏书展示
与流通平台之一。■记者 袁欣

星云大师书法馆开放

吃蟑螂、喝芥末饮料、一
口气吞掉整盒方便面……10
月30日晚，由晶采文化传媒、
来疯直播联合出品的大型主
播养成综艺挑战直播秀《玩
命直播》在长沙上线。

在主持人要求下， 助阵
嘉宾SNH48先后与七位主播
进行了“甩便利贴”、“爱的爆
爆”、“食物接力” 三场挑战，
尽管徐晗和许杨玉琢等人拼
尽全力，却依然败北，在众目
睽睽下，接受吃蟑螂、喝恐怖
饮料的惩罚。 仅仅是上线发

布会， 助阵嘉宾和主播们便
在现场大吃蟑螂， 这令很多
观众好奇， 在节目正式上线
时， 主播们挑战的任务到底
“有多玩命”。对此，节目制片
人李俊贤介绍， 在未来连续
三个月不间断的直播中，这
七位主播可能会挑战更加意
想不到的任务， 每周六的挑
战赛，则神秘又猎奇，挑战人
性底线。在节目播出结束后，
主播们获得的打赏收益，将
有一部分用于公益事业。

■记者 袁欣

SNH48助阵《玩命直播》吃蟑螂

男子超模组冠军张新年。 女子超模组冠军周丹宁。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长沙赛区决赛举行，张新年、周丹宁分获男女超模冠军

厉害了，他“东拼西凑”成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