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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立 参加7

月1日-12日贝尔格莱德大运会的中

国代表团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中国代表团由438人组成，运动员分别

来自21个省市的75所大学， 其中80%

以上的运动员是首次参加大运会。

价格合适便可买伊布 国际米兰

官员日前透露说，只要价格合适，可以

考虑出售伊布， 该官员称伊布身价应

该高于卡卡，与克·罗纳尔多差不多。

博尔特家遭窃贼光顾 牙买加金

斯敦警方18日透露，博尔特的家被窃

贼光顾， 价值1000美元的照相机、便

携式电脑和手机等物品被盗。 事发当

地时间17日凌晨，当时博尔特的弟弟

在家睡觉。

特维斯向曼联要顶薪 红魔日前

已经同意以2600万英镑的价格，将特

维斯从租借变身为永久转会， 但后者

要求自己的工资收入至少也要达到

11万周薪，成为队内的并列第一。

中国球衣征战世界杯 中国足球

队没能杀入南非世界杯， 但作为朝鲜队

的赞助商，中国某体育品牌将历史性地出

现在南非世界杯赛场上。2006年，该品牌

便开始全面赞助朝鲜各项目国家队。

6月20日（周六）

14:00/18:15/22:00

印尼羽球超级赛 CSPN新疆

15:30�中超 成都 -�金德 CCTV5

20:00�F1英国站排位赛 CCTV5

22:00� 五 人 制 足 球 伊 朗 - 中 国

CCTV5

6月21日（周日）

00:00�意大利女排四国赛 CSPN新疆

02:30� 联 合 会 杯 西 班 牙 -� 南 非

CCTV5

北京时间19日，2009年温网男女

单打正赛签表公布， 纳达尔与萨芬娜

分别作为头号种子领衔出战。 其中卫

冕冠军纳达尔和夺冠热门穆雷被分在

上半区， 而费德勒则和德约科维奇同

守下半区。 女单方面威廉姆斯姐妹避

免了提前遭遇的尴尬，5届赛事冠军大

威和萨芬娜镇守上半区， 而妹妹小威

和德娃被分在了下半区。 ■李戈

埃及队第22分钟由霍莫斯攻进

一个头球，这是结局：埃及1比0胜意

大利。画外音是，混凝土成了豆腐渣。

意大利全场15次射门3倍于对

手，控球率高出10个百分点……，这

些是过程：意大利得势不得分。画外

音是，破门乏术。

加图索第 47分钟在和对

方拼抢中倒地，滑行过程中球裤

从身上剥落。 这又为全世界媒体

贡献了一个标题：《意大利输得只

剩底裤》。

这并不是个精彩的故事，

而是一个事故。

意大利的“底裤”是：在北京

时间最后一轮战胜巴西队， 才有

望———但并不能保证———小组出线。

意大利足球其实早就开始

“露羞”了，没有内斯塔，没有托

蒂，没有马尔蒂尼！当3年前还一

柱擎天的卡纳瓦罗老态毕现，当

才华横溢的皮尔洛江郎才尽，当

灵光乍现的格罗索不再灵光，当

用兵如神的里皮变得“巧妇难

为”，世界冠军的“灵魂”已不再

为蓝军“附体”： 连灵魂都没有

了，还谈何肉体上的羞耻？

意甲的衰落， 必然导致国家

队的衰落。诚然，直到现在，这种衰

落还只是概率上的， 意大利随时可

能在某一场———也许就是下一场

对巴西———创造奇迹，但，衰落却在

短时间内无法逆转。

毕竟，下一场比赛，只是他

们身上唯一值钱的一条底裤。

■陈普庄

□短信群发

“很失望， 但是并不对FOTA没

能为这项运动的利益而做出妥协而

感到惊讶。” 针对FOTA另起炉灶的

举动， 国际汽联北京时间19日稍晚

时候在声明中写道。“很明显，车队协

会中的小帮派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

没有努力寻求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

参与讨论的诚意。”

“国际汽联绝不能允许让 F1

变成烧钱运动 ， 也不能允许让

FOTA独自制定F1的规则。”国际

汽联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并

重申将在当地时间周六 （北京时

间同日稍晚时候） 正式宣布2010

年F1的参赛名单。

■王强

2010F1报名截止前夜风云突变 FOTA宣布创建新赛事

烧钱运动另起炉灶

一旦 FOTA脱离 F1而另起炉

灶， 可能引发漫长的法律纠纷。国

际汽联说，法拉利和红牛两支车队

都与他们签有合同，保证一直参加

到2012年的F1赛事。因此一旦被逼

入绝境，国际汽联有可能将车队告

上法庭。

如果上述车队退出F1, 也将对

国际汽联产生致命打击， 尽管国际

汽联称很多车队争着加入F1———威

廉姆斯和印度力量就无条件加入，

还有三支不知名的小车队， 但F1的

盛名是建立在法拉利、 迈凯轮等车

队之上的。 何况最新进展对国际汽

联不利，那三支“不知名的车队”中，

意大利“N.技术”车队和英国罗拉车

队已经撤回报名申请，原因是“避免

卷入政治纠纷”。 ■申文

意大利输得只剩底裤

□金德队报

今日15:30�成都VS金德 CCTV5直播

超半数竞猜者看好金德

6月19日，金德客场挑战成都

的比分竞猜截止， 尽管本场比赛

金德是客场作战， 但超过半数球

迷认为金德能够拿下这场比赛。

认为金德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的球迷比例达到了56%， 且都是

一球小胜。 出色的防守是这些球

迷对金德赢球充满信心的主要原

因，球迷欧阳峰说：“金德队11轮

比赛，中超丢球最少。而成都丢了

14球，防线不牢固，金德在保证

防守的前提下赢球是有希望的。”

他还认为上一场拿下江苏队使金

德士气正旺， 这也是金德有希望

赢球的重要原因。

而认为成都能赢球的球迷只

占22%的比例。 球迷认为成都能

赢球的普遍理由是孙继海加盟成

都使球队竞争力上升。“孙继海回

归成都救火， 使成都队面貌一新。

成都上轮在重庆手里最后时刻抢

到一分，这说明球队的状态在慢慢

恢复。” 球迷何钢涛分析道，“而金

德客场至今无一胜，客战成都凶多

吉少。” 何钢涛大胆预测成都将3∶0

取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孙继海

要等到8月份才会正式代表成都队

踢中超。 ■记者 刘涛

是斗争开始而不是结局

英国当地时间

18

日，

F1

车队协会（

FOTA

）发表声明，宣布拒

绝无条件参加

2010

的

F1

，并表示别无选择，只能另外创建新的赛

事！

此时，距离

FIA

无条件报名的最后期限（当地时间

6

月

19

日

24

点）只有最后一天。而国际汽联（

FIA

）也强烈地回应，称会准时公

布

2010

年

F1

参赛车队名单。这出悬疑剧怎么收场，吊足了车迷们

的胃口。

FOTA的8支车队由法拉利、雷

诺、丰田、红牛、布朗、迈凯轮、宝马和

红牛二队组成，18日，车队的老板们

在雷诺总部经过4小时会商，最后达

成一致：不再做任何让步。

FOTA在声明中说：“车队不能

在这项运动的根本价值问题上一再

让步，也不会修改原先提出的加入下

赛季比赛的条件。 因此车队别无选

择，只能另外创建新的赛事。”

车队老板们表示：“新的赛事

将拥有透明的管理 、 统一的规

则、 鼓励更多的参赛者进入。包

括为全球范围的观众、 合作方和

其他重要的股权所有者提供更

低的价格。”

同时，新的赛事还将拥有“主要

的车手，明星、品牌、赞助商、推广商

和历史上与这项最高水平的汽车运

动相关联的公司。”

FIA不让步，称准时公布参赛名单

最后一天，FOTA选择冲出赛道

温网纳达尔穆雷同半区

省直领导暨名人棋类赛落子“武

陵酒杯”省直领导暨名人棋类联谊赛19

日上午在长沙天玺大酒店落子， 近200

名领导和社会名流参加。该项赛事至今

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我省推动全民健

身重要赛事、棋类精品赛事之一。

■记者 陈普庄

联合会杯

风云

6月18日 B组第二轮

埃及 1∶0�意大利

（埃及队霍莫斯打进制胜球）

美国 0∶3�巴西

（梅洛、罗比尼奥、麦孔破门）

□普通话

新播客

遗失声明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岳麓营销服务部

遗失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04 年 9 月 15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001405131，声明作废。

周娅 430105197708130601 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胡文辉 430105197203291012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31208010094，声明作废

声明书

我司原代理董事王简专未经集

体研究同意，擅自对外从事经济

活动，已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负

面影响。 为此，我司特登报声明，

王简专个人的一切经济活动与

公司无关，敬请相关单位和个人

见报后，15 日内到公司申报、核

实自己的合法债务，并提供相关

依据。 逾期视为放弃合法债权的

申报，我司再不另行进行确认。

地址：湖南长沙韭菜园富丽大厦

19楼 1902

联系人：张小姐

电话：0731－2293988

湖南宏锦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9年 6月 20日

姜谌然 430111193911077120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大林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0124600039323，声明作废

王盛柳 430322197902028835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建湘 43038119800901884X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明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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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明 电话：13973182698

湖南金山世创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贷款卡 4301000001544450，声

明作废

饭店转让

客源稳 240m

2

。 13187217108

本人征婚

女 38 丧偶温柔贤惠爱家经商经济

优 寻体贴重感情生活男士携手缘

定今生 带孩可 13632656419

招聘厨师服务员 13875858315

友味鸭脖 加盟

现场传授黑鸭，鸭脖，卤菜，素菜技术。

学习费 2000元，配送免收加盟费。

技术

配送

热线：0731－4762466、4762868

刘帅遗失长沙市天心区中六铺

街 20号的户口本，声明作废

招 聘

冰箱洗衣机维修人员 2名。 电话：13637400038邓

本人征婚

男 48 丧偶随和重感情退伍军人现

经商收入丰诚觅一位温柔善良女

为伴生有孩可亲谈 15889628570

������受湖南省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总公司委托， 我所拟对其拥有

的湖南省地区 45 户债权资产包

以不低于人民币 120 万元进行

竞价转让，有意竞买者请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 17 时之前向本所

递交《申请表》，并交纳保证金 30

万元，未竞得者保证金将无息退

还。 若竞买者在竞价成交后，不

与湖南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总

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保证

金不予退还。 联系方式：李先生

0731-4178680，长沙韶山北路维

一国际大厦 18楼。

详情请登陆 www.hnaee.com

湖南省产权交易所

债权资产包转让公告

李建成 2008 年 10 月 27 日签发的身份

证 430902198209264516遗失，声明作废

邓凯 2007 年 9 月 28 日签发的身份证

430902199203166039遗失，声明作废

郭庆军 2008 年 11 月 21 日签发的身份

证 432301197610276060遗失，声明作废

贾艳红 2006 年 2 月 6 日签发的身份证

430111197008240428遗失，声明作废

刘宇姣 2005 年 12 月 31 日签发的身份

证 430902198706184524遗失，声明作废

熊颖 2006 年 6 月 21 日签发的身份证

43090219891027152X遗失，声明作废

杨星 2006 年 9 月 4 日签发的身份证

43090219910107102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宁乡县偕乐桥加油站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24000008559，声明作废

聘

秘书助理内勤售后专员薪

优，25－50岁 15974152729

精印单据

13687381315 传单、

画册、名片 5元起

普通扑克必胜

独家技术：可绝杀斗牛、金花、三

公二八必，大牌发自己，小牌发

别人，实战实用 T：13170400333

上门

维修

手感扑克：即变即复原 0731-4471110

四口程序机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贰柒拾跑胡子、 祖传独创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稳赢不输。 扑克

三公金花九点斗牛徒手变牌无

需科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扑克麻将无需加工隐形配带戴清楚

舒服，最新四口程序麻将机洗牌快准

确率高。白光麻将、扑克、砣子变牌器

（桌）声控遥控板、半秒分析仪单人操

作特准，独门绝技。 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酒店 406 房 13873193166

透视神镜

影旺牌技 15802509999

一流的高手更新一流的手法，扑

克麻将奇招怪招、筒子王牌具大

世界 ，银 港 水 晶 城 第 10 层

仅 供 健 康 娱 乐 ， 严 禁 赌 博

残老爷独特神奇玩法

专斗牛筒子不要学习上场就会批自

产白光扑克 10元起麻将 280元色子

字牌等 500 种产品 。 13347313309

新感应

专业安装万能麻将程序（收、售）二手

麻将机直销各种精品牌具， 感应万能

麻将机（脚感、手感均可），感应变牌器

（桌）密码麻将、扑克、透视眼睛、药水、

监控认牌仪等。 长沙

上东印象 C座719室。

麻将机

变牌桌

13467671788

奥达电玩

现有大量特价商用游戏机，模拟

机，（飞机、枪战、打斗、音乐、益

智）各种新旧牌机，麻将双打类机

台，少量斯洛克高档桌球台等。公

司办公现已迁至后院（原仓库）。

电话：0731－4137800

佳丽公关

13974870017

大学生辣妹模特

佳丽公关

13677385007

聘女大学生应酬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

重，警惕非法婚介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佳丽之约

13548946210

大学生白领模特

聘

少儿教育金专员 5 名，薪

优，25－50岁 13874917039

法国索菲红酒招聘、招商

高薪诚聘酒类销售精英，诚招市

级代理商。 13973109557

急聘公关

收入丰厚男女不

限。13808489611范

海员招生 /学历速拿

诚聘海员招生代理，返点 5000

专本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认证

0731－5158125 www.hnztedu.com

聘市县招生代理

教育部 ITAT－PRO 就业安置工程湖

南执行基地 0731－4129729 7316529

劳动安监技工证

考前辅导，包过。 0731-4139666

郑重提示：选择请慎重，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全新推出魔幻转转薯塔，醉香铁

板烧、奇味水果炸串，特色涮烫

奇味蒸烤等特色技术培训。

技术联盟 五款车型 联盟赠车

联盟热线：0731-3936688

多

功

能

闻香来

美

食

车

啤酒招商

德国原装进口啤酒

诚招湖南省各县市经销商

长沙市德源进口贸易有限公司。

财富热线：13974974038肖先生

培训项目招商

�����轻松起步，年利几十万

达高英语总部诚招各县市代理

电话：0731-4699779

专业生产彩钢板、C 型钢、网架，设计

安装一条龙。 5592968、13873125238

常吉彩钢

400电话你企业有吗？

企业成功法宝！ 企业品牌利器！

400湖南授理中心：4008－112－818

告别斑秃，只抹一次，脱发，白发转黑 20

天见效。 全国连锁 400 余家，国内首

创签约销售。欢迎考察。www.fufa99.com

13383716824、0371-63870187

小店一年能赚 万

15

郑重提示：交易请慎重，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北京科农环宇机械技术研

究院研发推出的多功能流动小

吃车，设计合理，结构紧凑，操作

方便，安全环保。此车集烧烤、煎

炸、麻辣烫等多重小吃功能为一

体，免费提供全球有特色的风味

小吃配套技术，做到购机即可无

忧经营。 总投资只需几千元,真

正实现小本创业，高额回报。 欢

迎前来考察选购！

北京科农环宇机械技术研究院

电话：010-87670835 〈北京〉

0731-4020280 〈长沙〉

联系人：龙科长、孙主任

网 址：www.KNHY.com

多功能小吃车———稳赚

王者天下酒招商

诚招全省空白市场独家代理商

电话：0731-8155058、13469088666

免费铺货·送车·超低价运作

数理化英 5116411

家政 印刷

调查侦探 15874006636

律师调查咨询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邦你调查

诚信·保密

13874937128

债务清收，资料查询，清单定位

高桥财富大厦 1706室 8801678

调查

一诺千金

13755086699

婚姻 调查取证

●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6544088、2241122www.gzjtn.com

代 办

工商税务

5143088

13908456386

特价工商税务 4455938

速办特惠工商 2147786

提示：交易请核对资质，涉及经济往来请慎重！

特价工商

5812025

13107115158

信卡

5766880

全套业务办理

驾 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4256158、4258746、4259778。 星沙

汽配：4258666 永安火炬：3205388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

培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

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

练，随到随学。 凭学生、下岗、失业、退

伍证（一年之内）报名特价：2980元

红旗区 5360001

上大垅 4515757

总 部 ８８８６２８８、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湖南农业大学公办

乘 317路可到达 110、802路终点

站。 预约接送，收费一步到位

招聘业务员、教练员

东方驾校

4673578

4673598

低转

广本、捷达等小车货到

验车付款 13511866711

低转

九成新广本、捷达等小车货

到验收付款 13873173387

低转

九成新本田丰田等小车，货

到满意付款 13428581777

汽车信息

郑重提醒：交易请务必核对资质和车辆，提

车后交款，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收

家电库

具器存

2510017

一定发

优价搬家拆装空调

4478678

收

家电柜

具器子

7143469

诚信搬家 4427882

搬家 回收

5151519

4147967

拆

装

空

调

特

价

搬

家

满堂红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4725488

2427848

聘搬运工

收

办家家

公用具

13975888997

长聚大酒店三楼 1400m

2

全面招

租，适合健身、足浴、桑拿、棋牌、

写字楼等。 彭总：015602336789

芙蓉中路二段 151 号

招租

转让出租

电话：0731-

4411113

�����湖南长沙楚雅医院二楼疤痕治疗中心（湖南省省医院技术协作医

院）独家引进世界先进的德国“微晶生化”疤痕治疗系统及现代医学科

研新成果，微分子渗透新疗法和细胞免疫修复法，从根源抑制皮肤纤

维细胞的胶原合成，软化更新组织，该技术被美国 FDA 公认为十分安

全有效的祛除疤痕方法，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广泛应用。 专业治疗，

烧烫伤疤痕，各种创伤后疤痕，手术后疤痕，疤痕增生、青春痘疤痕，妊

娠纹等均可快速祛除，安全、无痛、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和学习。

网址：www.hnbzl.cn

院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火车站往北 500米，竹园路口即到

献爱心大优惠活动 治疗费优惠 30%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7月 8日

湖南长沙楚雅医院

旅社出售招标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旅社位于桂

花村 39 栋东 10 号商网， 该物业

将于 2009年 6月 16日至 6 月 24

日进行对外招标，该门面共三层，

产权面积 239.99m

2

， 请有意者于

6月 24日前与我单位联系。电话：

0731－2417253、13017185021

华鲁航空公司聘地勤

www.hualuair.com 13272043299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医院腋臭治疗中心采用微创可视介入大

汗腺清楚术清除腋下发臭的汗腺，其优点：清除干净，直击发臭根

源，对曾因药物、手术、激光治疗无效者均可治疗。 具有安全快速、

无痛苦、不出血、不缝针、不留疤痕等特点，随治随走，一次治疗让

您一生轻松。 （节假日不休息）

清除仪清除

高科技

十周年实现突破治愈万例腋臭患者，特邀大汗清除术专家胡主任亲诊

活动期间：挂号费、检查费全免 治疗费优惠 50%。 时间：6月 1日-6月 30日

地址：长沙市药王街 50号（五一广场王府井与春天百货之间街内 100米即到）

★市医保单位★签约治疗

咨询热线：

0731-2228268

厂房仓库优租

远大空调附近，庭院式厂房、仓

库优租，2000 多平方， 交通便

利，水电齐全。 T：15802546516

长沙中医学会专家门诊

腋臭

采用高科技技术一次性治愈

治疗费：40元/侧

痔疮

由资深肛肠病专家亲诊治疗

治疗费：180元

包皮、包茎

韩式微创专治

仪器治疗费：50元

0731-2258120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侧）

娱乐设备

招生招聘

全省招商

公 告

交友 声讯

女 38 岁丧偶丰韵善良气质佳自

营公司觅有修养男 13244758999

万顺

4148466

5138188

聘搬运工

□观察

F1分裂在即！车队协会(FOTA)正

式宣布将组建新赛事

埃及破门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