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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5869988

吉首市和谐家园

房地产项目转让

������受托，我所发布吉首市和谐

家园房地产项目转让公告。本次

转让的资产为三栋总建筑面积

为 13042.25m

2

的房地产项目，

挂牌价为人民币 965万元。

详情请登录 www.hnaee.com

联系人：秦女士 0731-84178660

雷先生 0743-8233121

湖南省产权交易所

������受托， 我所发布湘西自治

州农机公司住宅小区房地产项

目转让公告。 本次转让的资产

为三栋总建筑面积为 24623m

2

的房地产项目， 挂牌价为人民

币 1600万元。

详情请登录：www.hnaee.com

联系人：秦女士 0731-84178660

雷先生 0743-8233121

湖南省产权交易所

湘西自治州农机公司住宅

小区房地产项目转让

长沙市开福区志威超市遗失发

票 购 领 簿 ， 税 号 ：

4301056305060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卫华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不慎遗

失由人事部、 卫生部颁发的中级卫

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专业为中药学，

编号为 0913892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向阳日用化工厂遗失银行贷款

卡，卡号：4301000001858083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湘宁高低压成套电器设

备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3012430201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毛敏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07 年 12 月 13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216000220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

利，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孙阳 电话：0731-85174777

长沙幸运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彭圣杰 4301111983101150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转让 出租

八一桥本味粉馆急转

农贸市场一楼 611号。 13873125635王先生

宁乡中型幼儿园转让 22万。 13873118131

幼儿园转让

办厂免谈

2600m

2

全新仓库出租

长沙汽车东站附近 18774935870林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聘

搬

运

工

吉日搬家

不限时、不限路

84614111

84478047

84485755

黄达

拆

装

空

调

优价搬家搬货搬厂

专业搬家 移空调

新车聘司机搬运工

84478678

84782616

一定发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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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区 85360001

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开福区最标准最规范的花园式驾校，

劳动局定点培训单位。 合格率高，拿

证快， 日夜练车校车接送。 报名 T：

84254269 84254279 85869677

驾 校

程序麻将机魔镜及各种实战牌具牌技

适用各种玩法。 100%价有所值。

长沙火车站八一路天佑大厦 1203室

租

15802699225

售魔术牌具

娱乐设备 家政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卡友咨询代办 18711064466

全程工商税务 84415166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华伦贷款咨询

13628656755

免抵押办好收费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通

程

律

师

父

子

兵

刘律师 18774037208

律师调查

江鸿家政

防水堵漏清洁保姆

15200807535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佳丽之约

18774929942

大学生模特白领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热线

刊登

热线

刊登

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搬家 回收

激情交友择偶爱情超市找李姐 82526122

有一批佳丽可以陪护应酬交友，

有意者请联系陈姐 82526788

82234691

激情交友择偶

82231627

银行指定担保公司

房产门面抵押按揭、垫资赎楼

已抵押按揭房再抵押、利率 7折

地址：曙光中路 232号旺府酒店 A座 14楼

银典房贷

84188368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收

家电

具器

82510017

酒

店

用

品

������受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 本公司定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 9：30 时公开拍卖观音洞现有

投资及依承包合同范围内的权

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自拍卖成交之

日起至 2054 年 10 月 30 日止，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镇观音洞景

区景点及相关财产的承包经营

权。 其中 2009 年至 2014 年的承

包租金为 24 万元/年， 以后每五

年增加 2 万元， 截止 2049 年至

2054年为 42万元/年。

二、参考价格：3580 万元（人民

币），竞买保证金 500万元（人民币）。

三、展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至 2010年 9月 12日。

四、拍卖地点：张家界市崇文

路武龙大酒店十一楼会议室。

五、竞买保证金交纳帐号

帐号：100375901520010001

户名： 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局

开户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张家界市分行

开户行行号：403559000888

有意者请携保证金及有效身

份证明办理竞买登记， 保证金交纳截

止日：2010年 9 月 12 日 16：30时

详情咨询：0744-8251000

13707442468 13707441213

监督电话：武陵源区纪委 0744-5611728

张家界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0年 8月 26日

强制拍卖公告

聘搬运工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刘均益 432500197402282461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锦霞 430105197803050028第

二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曾武 43011119820216505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岳阳兴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在登报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13975030088罗先生

注销公告

市中心靠近沿江大道两室一厅出租， 中高

档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柳 15974200300

房屋出租

求市中心 2房 1厅住房 84190988

女纯交友 35 离 165 独居漂亮肤白丰

满寂寞身心渴望激情 13549649889

激情交友择偶找袁园 15574846589

999999999999

曹晖遗失户口内页 ， 身份证号：

430105197404021027，声明作废。

26日上午8时，香港金紫荆广场上，国旗和区旗徐徐升至旗杆顶端后，一同下

半旗，在场数百名官员和市民的目光始终紧紧追随，并与这座城市其他地区的人

们一起，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遇害的8名香港同胞默哀。

与此同时，香港所有特区政府及中央驻港机构的国旗区旗也下半旗，向遇难

香港同胞志哀。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率特区政府所有司局长，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李国能，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吕新华，

解放军驻港部队副政委饶新建等，出席了金紫荆广场的下半旗仪式和默哀活动。

特区政府呼吁香港市民一同参与，或在同一时间以其他适当的方式悼念死难者。

金紫荆广场自回归以来每天都举行升旗仪式，但26日的升旗及下半旗仪式则

寄托了对逝者深切的怀念。

上午7时半， 市民从四面八方赶往这朵被人们赋予重要意义的金色紫荆花旁

边，公众区聚集了至少500人。人们身穿素衣，神色凝重。有父母带着孩子前来，母

亲的眼睛已经哭红。有老人相扶着肃立，口中默默诵念。也有坐在轮椅上的朋友专

程在家人帮助下，赶来为遇难同胞的家人打气。

当务之急是把劫持事件查清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6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香

港游客在菲遭劫持事件调查清楚。

有记者问：有报道称，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拟就香港游客在菲遭劫持事件来

华。请证实此事。

姜瑜说，关于香港游客在菲遭劫持事件，外交部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一直与

菲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多次向菲方强调中方立场。关于你提到的事，双方保持着联

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此事件调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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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再现

巴士血案

4人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6日发表言论， 誓言

对香港旅行团在菲遭劫持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进

行彻查，称“有人将付出代价”。此外，对于他2次就

此事露出“笑容”，阿基诺表示道歉，并解释说，他是

在以苦笑表达自己的愤怒。 菲总统府发言人紧急

呼吁民众不要把事发现场当“景点”留影。

据报道， 阿基诺三世26日在一所大学对师生

们发表演讲。他谈及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被劫持事

件时说，这件事“糟透了”，“永远不该再次发生”。阿

基诺承认，菲律宾在处理此事上存在“许多失败之

处”，“有人失败了，有人将（为此）付出代价”。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视察血案现场时曾

面露“微笑”，他对此道歉，称他在“表达愤怒，没有

其他任何意思”。 阿基诺三世解释说：“我的笑容可

能被误读了。我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当我开心时我

会笑，我陷入一种非常荒谬的情势下也会笑。这更

多的是表达愤怒， 而没有其他意思。”“如果我因此

激怒了什么人，我向他们道歉。”

针对有菲律宾女学生和警察把事发现场当景

点留影一事， 总统府发言人紧急呼吁民众谨慎行

事，不要在出事现场逗留。有网民表示愤慨：“那(大

巴)就不要拖走了，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也未尝不可，

代表着菲律宾的耻辱！”

菲再现“警察”劫持巴士血案

菲律宾26日又发生多个身穿警察制服的枪手拦截载客巴士的事件，目前已有

4人死亡。菲律宾警方表示，一辆原计划从卡加延德奥罗市开往三宝颜市的载客巴

士在一个检查站遭到持枪分子的拦截。这些持枪者身穿警察制服，他们拦截巴士

后，要求乘客下车，并最终射杀了车上的4人，包括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官。目前尚无

车上乘客总数的具体情况。 ■均据新华社

香港金紫荆下半旗

全城哀悼遇害同胞

菲总统：有人将付出代价

特

写

外

交

部

链

接

菲律宾总统视察惨案现场，咧嘴冷笑，令人大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