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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限公
司长沙雨花区分公司（税号
430111079183240） 遗失已开
具作废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 1 份，代码 4300172320，号
码 1184155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浩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15910
48232C）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贾红梅遗失邵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证号:138031201
2061118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希岩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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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晶，电话 13667397907

注销公告
湖南道鑫能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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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平，电话 13798768000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肖洪淇升时尚百
货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09年 7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
30103600091239（1 -1）；另遗失
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局 2010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430103600091239，
另遗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
2009 年 9 月 1 日核发的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02321
96911233913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星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
574339361M)遗失公章一枚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丫丫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岳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分局
2009年 5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010000
02746；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 68950210-6；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602689502106；声明作废。

◆李易彤、李芷瑶（父亲：李仙
任，母亲：易琅）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分别为：L430553234、
O430568822，声明作废。

◆陈翊皓(父亲:陈荣亮,母亲:
易水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84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溪区长岭班卡奴专卖店（经
营者：李宁）遗失岳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云溪分局 2011 年 12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306036000531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赛伊儿赢向未来网吧经股
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洪胜，电话 18890190769

◆李玉浠（父亲：李德云，母亲：
王园园）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704538，声明作废。

◆袁名涵（父亲：袁锐波，母亲：
王小青）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0095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源来懂味精
致家味馆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张
家界市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90001417601；遗失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70430
8110014176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资兴市枢润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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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曾啸雄，电话 13318712318

遗失声明
湖南鸿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城步分公司（编号 9143052939
5014633C）遗失公章、财务章、
私章（赵慧文）、私章（肖石民）
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因由个人
独资企业转办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 陈千洲，电话 13574633657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 1 楼 12号罗贻
举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地税局核
发的地税证正、副本，税号 4324
2227100713101101； 另遗 失 株
洲市芦淞区国税局核发的国税
证正 、副本，税号 4307211926
10071316，特此声明作废。

◆哀欣怡（父亲:哀海军，母亲:胡
翠芳）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1949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尊诚便利店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发
票号码 25350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田县金盆圩乡黎家湾村民委
员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新田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659000124001，声明作废。

◆徐梓涵遗失星沙镇明城山庄 A
栋 1711 号契税完税证一份(第
三联：纳税人完税凭证)，号
码（2010）湘地契完 No.000
0616802，金额 995 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高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东
渡压面机厂遗失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5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为 4301020000842
73；另遗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
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为 4301026940012
42；另遗失长沙市芙蓉区质量
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为:694
00124-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瑞宜数图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102584
92253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4年 4 月 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 号 430111000231072； 遗 失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430111097134653； 遗 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9713465-3；声明作废。

◆刘涛（430481198906040225）
遗失安全员 C 证，证号：湘建安
C(2015)040000264，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38 分在醴陵市
永龙大酒店九楼会议室对原醴
陵电瓷厂改制剩余生活区“三
产”土地 C 地块资产进行公开
拍卖。 C 地块土地面积为
10763.8m2，土地用途为商住用
地，起拍价为 3320 万元，竞买
保证金为 1660 万元。标的物自
公告之日起开始展示。 凡有意
参加竞买者， 请在 2017 年 12
月 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前将相
应履约保证金交到醴陵市产权
交易中心（账户名称：醴陵市产
权交易中心，开户行：中国银行
醴陵 支 行 营业部 ， 账 号 ：
604157358431），并持有效证件
到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公司办
理报名手续。公司地址：天元区
神农城银座 602 号。报名地址：
醴陵市产权交易中心。 联系电
话：0731- 28471532 15211182641（蔡）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公司

◆唐赋（父亲:唐湘建，母亲:颜月
辉）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190705，声明作废。

迁移公告
长沙益之堂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005765757475），因公司
经营需要， 现迁往新疆哈萨克
自治州霍尔果斯市， 公司性质
变更为有限合伙。 变更后的合
伙企业继续承担变更前公司的
所有债权债务。 联系人： 罗功
昭，联系电话：0731-89953977。
长沙益之堂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2017 年 11月 10 日

迁移公告
湖南益丰医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92379839R）， 因公
司经营需要，现迁往新疆哈萨
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公司性
质变更为有限合伙。 变更后的
合伙企业继续承担变更前公司
的所有债权债务。 联系人：罗功昭，
联系电话：0731-89953977。
湖南益丰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1月 10日

迁移公告
湖南益之丰医药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678030051K），因公司
经营需要， 现迁往新疆哈萨克
自治州霍尔果斯市， 公司性质
将变更为有限合伙。 变更后的
合伙企业继续承担变更前公司
的所有债权债务。 联系人：罗功
昭，联系电话：0731-89953977。
湖南益之丰医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10日

◆姜碧云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合格证明，编号：2017143050
17003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亲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22 日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14301020103668，声明作废。

◆李雨馨（父亲:李巍，母亲:彭
艺）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C4302962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普策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税控发票）一卷 50 份，
发票代码 143001610128，发票
号码 00357151-00357200，遗失
税号为 430111051676297 佳程
税控收款机 VCM-L500 一台，税
控机编号 0060500753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秦味央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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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仰锋，电话 15111207775

声 明
湘潭德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是隶属于德融实业集团，是
唯一一家合法在营公司，除湘
潭中心外，目前仅在株洲希尔
顿大酒店开设一家分公司，并
未授权其他企业或个人在上述
地区外开设分公司，如有个人
或者企业打着本公司的旗号非
法经营，我司将保留追究其法
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长沙伏山农庄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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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昌慧，电话：13467569988

遗失更正声明
2017年 11月 7日刊登的祁东联
富汽车服务中心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
1350，号码 01078347 声明作废
取消，作废号码更正 01078348。

注销公告
株洲佳仕哲贸易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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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刘海燕，电话 13762334807

注销公告
长沙县白沙乡荣新牲猪养殖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向文革 13975851136

注销公告
湖南惟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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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勇兵 电话：13873174476

◆陈湘元遗失（身份证号 4301811987
07064228）质量员证书，证书编号：
431510600031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浩杜珠宝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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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电话：13510002029。

◆陈嘉琪（父亲：陈强，母亲：罗
荣）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38847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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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有长沙湘江世纪城
融江苑两室二厅电梯房出
售，两证齐，精装修，家具家
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精装房出售

联系：13875869988

本报11月9日讯 爱好音
乐，想和知名歌手切磋，《梦想
的声音2》 是不错的选择。昨
日，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2》
的主创人员接受了记者采访。

该节目致力于为有音乐
梦想的普通人圆梦，每期节目
邀请羽泉组合、林忆莲、林俊
杰、张靓颖五位导师和一位神
秘X导师。 总导演蒋敏昊表
示，第二季将更多精力放在了

讨教者身上，“追梦歌手每讨
教成功一次，节目组就赠送他
一首原创歌曲，而创作班底非
常顶级，哪怕是导师自己录专
辑都未必请得起。”

导师林俊杰称每次改编
就像在创作领域中写日记。作
为导师中唯一一个选秀出身
的张靓颖，她坦言完全能体会
到选手的紧张。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栾淑涵 刘武

本报 11月 9日讯
昨日， 长沙简牍博物馆
迎来该馆开馆十周年纪
念日。经过十年发展，长

沙简牍博物馆已经成为长沙的
文化名片和文化地标。未来，长
沙简牍博物馆将以“国家一级
博物馆”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提
高博物馆内部管理、对外展览、
学术研究、藏品保护、队伍建设
的整体水平。

五年内，简博将成立“长沙
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吸收引进
专业人员， 并在现有基础上整
合学术力量，进一步申请简牍、
竹木类文物保护修复国家级资
质， 使长沙在全国简牍科技保
护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在
简牍整理出版上， 简博将加快
速度， 吴简图书将全部整理出
版完毕， 走马楼西汉简也将开
始整理出版。

作为馆藏简牍数量最多的
博物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将举
办《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中
国简牍文物展》，进而争取“中
国简牍博物馆”冠名。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管震

本报11月9日讯 今日，广州
恒大足球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 宣布卡纳瓦罗正式上任广州
恒大队主教练一职， 双方签约5
年。 这是意大利人第二次担任广
州恒大主帅。 卡纳瓦罗在足坛举
足轻重， 曾获2006年世界杯冠军
队长，2006年世界足球先生 、
2006年欧洲足球先生（首位获得
“双料先生”的后卫球员）。

二次执教

2017赛季结束之后， 曾率领
恒大夺得亚冠、中超、足协杯和超
级杯冠军的主帅斯科拉里离开球
队，曾经的恒大主帅、2017赛季天
津权健的主帅卡纳瓦罗将回到广
州，第二次执教广州恒大。

众所周知， 卡纳瓦罗真正的
足球教练生涯是从广州恒大开始
的，2015年， 卡纳瓦罗曾接替里
皮，成为广州恒大的新任主帅，不
过半个赛季之后， 恒大认为卡纳
瓦罗不符合球队未来发展要求，
用世界杯冠军主帅斯科拉里将意
大利人替代。2017赛季，在天津权
健执教的卡纳瓦罗率队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 让这支升班马获得了
联赛第三名， 并进入了明年亚冠
资格赛。 这样的卡纳瓦罗再次得
到了恒大的青睐。

考验不少

据悉，球队下赛季的目标是
继续拿下中超联赛冠军和亚冠
冠军。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表示，“明年俱乐部目标是8连
冠+3冠王。8连冠就是要拿中超
联赛冠军，连续拿8个冠军，就是
中超8连冠。所谓的3冠王，就是
说明年要拿亚冠冠军，亚冠我们
拿过两个冠军，明年我们要再拿
亚冠冠军，那恒大就是亚冠三冠
王。 所以明年我们的目标是8连
冠和3冠王。”

目标是提出来了，不过卡纳
瓦罗还将面临一系列的考验。能
否让已经把能拿到的冠军都给
拿了个遍的核心阵容重新充满
动力？擅长防守的卡纳瓦罗会给
球队技战术进行大变革吗？能稳
住连替补席上都是国脚的球队
吗？ 会更多地启用年轻人吗？里
皮、斯科拉里、卡纳瓦罗，恒大选
帅思路经历了从世界级名帅到
实用型少帅的转变，而许家印的
2020年全华班目标，是否意味着
恒大将彻底退出中超“军备竞
赛”呢？

留给卡纳瓦罗的未来， 甚至
比第一次执教恒大， 更加前路莫
测。带着众多疑问的看官们，正在
拭目以待。 ■记者 叶竹

好马吃“回头草”！卡纳瓦罗回归恒大
考验在前，拭目以待，擅长防守的他能否变革球队技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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