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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6日讯 从2009年开始，我

省小额贷款公司次第试点运行， 到目前

大部分都满一周岁了———成效如何？在

长沙市金融办主任李晓斌的陪同下，省

金融办主任张志军今天到友阿小额贷款

公司调研， 他深有感触地说：“试点有必

要，效果也比较明显。”

办小额贷款稳健第一

在友阿股份旗下的小额贷款公司

里，胡子敬心情不错。他告诉张志军，这

家公司开业不到两个月， 已经放贷近1.2

亿，利息收入近190万元，而且客户一直

还在排队。

友阿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陈细和介

绍说，现在业务来源广泛，被否决的项目

15个， 金额有5500万元。“这跟我们的风

险控制意识强有关”，友阿小额贷款公司

总经理刘英杰介绍， 他们的主要客户是

友阿股份的优质供应商， 另外和长沙的

两家担保公司也达成了共享客户的战略

伙伴关系。 由于有货物抵押和担保公司

的担保，有效控制了风险。在其他新客户

的拓展上，也是稳健第一。

胡子敬圆了金融梦

“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最初想法，是

为了解决供应商的资金问题， 他们中不

少只有几百万的资金， 基本上进货后就

所剩无几了，而按国际惯例，商场又有个

延后支付期。 这个时候如果要借钱再进

行周转，银行不大搭理，民间借贷成本又

高，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办法。”

友阿股份长沙区域的供应商数量已

达到1600�家。胡子敬早就有意设立小额

贷款公司。去年11月，友阿小额贷款公司

如期开业。 这是省内注册资金最大的一

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也是第一个由上

市公司产业延展而成的小额贷款公司。

“现在还很小，但我们有信心看着它

慢慢长大。”胡子敬近期的规划是，争取

两年左右， 让这家小额贷款公司成长为

芙蓉区的商业银行。

全省一年放贷37.45亿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我省已批准

筹建的小额贷款公司有55�家， 其中批准

开业的44家，注册资本金达21.34亿元，全

年累计发放贷款37.45亿元， 支持了241

家中小企业和928家涉农企业及农户的

资金需求。 这些小额贷款公司以手续简

便、机制灵活等服务为特色，成为县域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

■记者 李治

福彩3D附加玩法助力 轻松中得2.9万

1月23日早上，永州江华瑶族

自治县县城43118006站一彩民中

得福彩3D第 2011022期通选 20

注、直选20注，注注命中，一举擒获

奖金2.9万元。

“通选” 投注设置两个奖级，

“通选1”和“通选2”。若投注号码与

当期开奖号码按位全部相符，则中

“通选1”奖，中奖金额为450元；若

投注号码的前两位（即百位和十

位）、或后两位（即十位和个位），或

第一位和第三位（即百位和个位）

与当期开奖号码按位相符， 则中

“通选2”奖，中奖金额为20元。

截至3D第2011025期， 和值22已遗漏167期，

其理论遗漏值为48期，因而进入技术型彩民的防守

视野。关于和值22的防守计划，彩民可以结合和数、

包点的投注方式，力争在第一临界点的时候，有所

收益。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福彩3D和值22静待解冻

全省小额贷款公司一年放贷37亿

友阿小贷要做芙蓉区的商业银行

本报讯 长沙市民政局近日启动长

沙福彩“百万爱心暖万家”活动。价值100

万元的爱心大米和食用油等物资将通过

全市各社区的“雷锋超市”，送至城乡低

保和特困对象手中。市委常委、副市长张

迎龙出席启动仪式。

近年来， 长沙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目

标，推动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

■记者 侯小娟

长沙福彩“百万爱心暖万家”活动正式启动

张志军（右四）、李晓斌（右二）到友阿小额贷款公司调研。 记者 武席同 摄

黄荣耀 43012219640419431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曹金桂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3302191537，声明作废。

律师 调查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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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诚招星沙、浏阳、望城

分类广告代办点，代办条件优厚。

本部诚招客服文员、广告业

务员，欲享受自由工作且愿挑战

高薪者从优。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招商、 招聘

热线：84464501、15974200300

QQ：1486496459

招商、招聘

招生 招聘

美容洗车技师、机修工、油漆

工、板金工 85717295张女士

诚聘

一日三餐酒楼急聘

厨师,寒假工若干 13974829888周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六平烟店遗失发票

购 领 簿 一 本 ， 号 码 ：

1430102000010880，声明作废。

果园合作

面积 80 亩，30 亩已挂果，已全部翻

耕，土质优，可种药材、养鸡、

农家乐，寻合作。 13548646520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万美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一本收款收据，共计 25 张。 发

票号码 ：143010562731 起始 号

码 ：00626676 终 止 号 码 ：

00626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勇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发的契税完税证第五联（国土部

门办证联） 共四份， 号码分别为

0000817144、0000203166、

0000203165、0000203164，特此声

明作废。

协查通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0 时 30 分

左右， 在宁乡县大成桥镇大成桥

高架桥地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女子在事故中死亡。 该女子身

高约 150CM 左右， 身穿蓝白相

间的夹克上衣，灰白色长裤，白色

袜子，胸前挂两把折叠小剪刀，现

场遗留一个“南京阅江楼”字样的

袋子。为查清楚此女子身份，请广

大知情群众速与我队联系。

宁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1年 1月 1日

联系电话：13875861260

0731-87858178

公 示

本人拟在八一路 10 号开

办文化经营场所，经营项目电

子游艺，经济性质个体，经营

范围电玩。该场所法定代表人

陈晓敏，男，31 岁，籍贯浙江，

按照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

众聚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

行办法》的要求，对此进行公示，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芙蓉区政务服

务中心市文化局窗口反映， 我们

将根据您的反馈意见决定是否举

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4683373

2011年 1月 24日

高收

13607480245

电 器 废 旧

仓库积压等

变牌认牌控牌 98元 13786118800

牌技王

高功夫

纯手法

保姆、钟点工、搬家

专业卫生。 85863997

家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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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理财 代办

娱乐设备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售华盛新外滩最佳房

三湘最美江景， 全新精装暖气， 层 27

（爱妻）160m

2

价 288万。 电 18973115177

新年报名惊喜大礼！ 一流的品牌、一

流的场地、一流的服务，一年仅此一次的惊

喜价格！ 活动截止时间二月底。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我省首家珠宝工艺礼品厂

诚招

代理

湖湘特色礼品 0731-87817989

定制批零各类开业会务·家居风水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搬家 回收 家政

福旺 84433722

全省招商

票务 驾校

公 告

85710002

拆装空调 长途运输

蚂蚁

转让 出租

3万m

2

大楼隆重招租

河西汽车西站旁， 临街 8 层，6 台电

梯，适合宾馆、酒店银行、邮政、商贸、

办公等，可分租，另有 6000m

2

农贸市

场综合楼招租。 13874825858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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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贷款，款中扣息，当面

签约。 13808469586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 伍伟运

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

●骨髓炎（骨质增生，颈、腰椎

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5%以上，治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中风、骨髓炎患者的福音

鬼手三哥

无需任何道具纯手法授独门绝

技 1秒开牌即变，变后不多牌不

重复，百人围观无破绽。 低售各

类新奇实战牌具 15974254388

曾倩岚 43052119921107944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罗斌 43010319721108154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力 430181198805120318第二

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华丽强饮食店遗失由

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4 年

2 月 19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30121360176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富桥食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收款收据一本， 编号为

08160351-08160375，声明作废。

陈雪元 43012119820115222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曾鹊婵 43012119890803370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小伍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6061100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华运电脑商行遗失

个体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112119861213771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元昌饲料有限公司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及 IC 卡，代

码：7121905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民和贸易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及 IC

卡，代码：74836099-7，声明作废。

寻精密铸造合作伙伴

电话：15874849496杨女士

遗失声明

湖南齐顺律师事务所王应德律师

遗 失 律 师 执 业 证 ， 证 号

14301199510317394，声明作废。

陈艳林 41010519740617166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永发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4712408

84765532

求购大米 18602767606

武钢〈集团〉钢城快餐食品公司常

年求购大米、菜粕 027-86893647

江浙民间资金

急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借贷。

电话：025-81589994 航美投资

干洗设备 钢结构

上海建冶 网址：www.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上海：021-50325201、50325205

500m

2

干洗机水洗机联展，700m

2

免费干洗培训中心， 洗衣专家指

导开店。 上海星航设备厂家直销。

干洗要发财就开英格莱

www.hngxw.com 长沙市九尾冲 0731-84492109

私人调查

调查取证等解决一切疑难价格合理

13548583100

全国范围专业婚姻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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