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看香车，想赏名楼，想瞧美女，9月16日至18日在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的湖南省第二届金融博览会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金博会现场的“长沙品
牌楼盘联展”与“金融购车季”不但能让你与豪宅香车美女亲密接触，更给力的
是，还有金融专业人员为消费者贷款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为你一扫供楼供车
时手头捉襟见肘的困扰。

此外，记者了解到，车、房展区还有礼品派送。何乐而不为，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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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出租

华夏仓库出租
1000m2 框架 1楼。 13387315155

爱心驿站婚友
聘红娘 82338726

女 38 离无孩私营收入高房车齐貌美性
柔 征 55 下 有 孩 男 86734161
女 45 丧孩独立五层楼房一栋出租大方
善良征 55 下上门男作伴 13187046918
男 44 离未育 1.76 公司副总事业有成房
车齐征地域婚否不限女 13667306698
男 57 丧个体房车齐无不良嗜好厚道实
在 诚 意 找 伴 过 晚 年 18274806324
交友女 35 离靓车宽房时尚浪漫美丽大
方 性 感 佳 人 觅 激 情 15084962327
交友款姐 40 离无孩丰韵妩媚风韵犹存
孤 独 情 感 盼 你 陪 伴 18975895901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婚 介

公 告

长沙银行 500 万股股权拍卖招商
受委托， 定于 2011 年 9 月

下旬对委托人持有的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万股股权进
行公开拍卖，现面向社会招商。

长沙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拥有包括广州、株洲、常德在内
的 33 家分支机构 68 个营业网
点，截止 2010 年末，长沙银行资
产总额达 833 亿元，存款余额达
718亿元， 不良率控制在 1.35%
以内，资本充足率达 12.71%，综
合实力稳居长沙同业前三，在全
国 140 多家城商行中名列前茅，
并荣获中国“最具成长力中小银
行”，据中国《银行家》杂志最新
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商业银行
竞争力评价调查”， 长沙银行在
“大型城商行”中排名前三位。 长
沙银行已全面达到银监会确定
的“优秀银行”要求，各项结构性
指标均达到上市银行水平（上市
辅导期已经结束）， 在中国银监
会的权威排名中始终处在城商
行的第一方阵，并被评为当前中
国银行业最高等级的二类行。

本次拟拍卖的长沙银行 500
万股股权拍卖参考价 4.976 元/股，
关于竞买人的资格条件及拍卖
相关事项请与拍卖人联系（也可
查询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网）。
公司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万象
企业公馆 2706 联系电话：
13908479699 13548986209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招聘拖头司机一名
东莞工作，月薪 5000元。 13532801109杨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瘫痪可在
15日治后自理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痛、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男女拉尿
不出、小便疼痛难忍者，疗效卓著，
愈后不复发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诚信快速贷款
个人中小型企业、农业种植养殖
业、 教育及医疗等项目低息放
款，无抵押担保，手续简便快捷。
18626211356、0512-82191289 李强

招商 即热式电热水器
新爱家电器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0511-86903932 13905295443
www.aikia.net.cn 中国江苏

本栏目招聘
广告业务员、客服专员、兼职代
办员， 有兴趣、 能胜任者请拨
84464801、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一、量身定制，精雕细刻，欢迎参
观制作现场，选定材质和颜色，避
免市场常见的用料欺诈行为。
二、厂价直销，一站式轻松置业。
免除中间环节， 避免将天价的商
场租金和费用强加给消费者。 比
市场同质产品价优 50%以上。
三、原材料均选用进口名贵木材，
公司承诺十年后可签约保值。

湖南最大的欧美
实木家具定制基地
富侨公馆 三大优势

长沙地区定制热线：0731-
83991777 83991999

名校师生、上门辅导
82545092湖大师大家教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小额贷款（十万元内），
当面签约放款。 15221443788张

工业物资 干洗设备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工商代办 82284857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27494255税务咨询

工商代办 8214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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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搬家 回收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低价转让叉车
4吨合力叉车 18707306526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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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35 40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家 教

票 务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史密斯厨房电器招商
招省各地市经销商火爆加盟中（送
汽车）另招经理。 18908477188徐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征 ： 种 植 红 花 油 茶 基 地 13786174488

猪场 出租山地
水库

皮肤专科产品厂家招商
河北皮肤病研究所研制， 治疗痤
疮、黄褐斑、各种皮炎湿疹癣等“博
禾”系列产品诚招专科合作、代理商、加
盟商。 网址： www.hb-boon.com
QQ:925666155 T：15128146485

南京旭鼎投资
投资领域：房地产、制造业、农
业、矿业等流动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诚信高效。 诚聘各地代理
提供项目 www.njxuding.com
025-66017309 18994020396
地址： 南京市江东北路 307 号
滨江广场 6楼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致富新产品
捕鱼机 捕猎机， 将你详细地
址、 姓名发到 15899557116 即
免费寄资料和捕捉光碟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早期教育指导师： 早教幼教社会人士
的国家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

神童父奇才课
上春晚早教、签约中高考、考哈佛
英语、音标拼音 1日成 89799919

臻藏世家湖南分公司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
可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9883

在家致富挣大钱
上海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免费
提供业务平台。 文凭不限、在家
都能操作。 每天能挣几百元、每
天银行转账结算。 面向全国招
加盟商。 招商热线：
021-51938392 18621676079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外贸招商 各种手工
服装车床冲压件木竹制品橡胶
制品加工， 预付款 30%江苏镇
江 0511-85239200唐经理

借力金融，供车供楼不用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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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伟 见习记者 雷昕 实习生 李雪娇

搭建开发商与投资者桥梁
金博会，一场汇集了全省银行、保险、证

券、基金、期货、金币、收藏等领域精英及投
资客的高端聚会；一场为期3天，囊括了200
余家企业，参与人数预计将超过20万的金融
盛事；一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政府金
融办、湖南银监局、湖南证监局、湖南保监局
联合主办的湖南金融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向嗅觉灵敏的湖南品牌房地产企业
早就嗅到了金博会的商机。 金博会的召开，
为房地产行业“创新营销”创造了机会，实现
两者的高端对接，因此，很多房企很早之前
就向金博会组委会打听活动情况，期望寻求
机会，实现银企对接。

“金九银十” 历来是房地产行业传统销售
旺季，然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日益趋紧，市场
观望情绪抬头，更多开发企业正积极加大活动
营销等推广力度，全力搜寻潜在的消费和投资
客，纷纷将目标锁定银行、保险、证券等高端人
群，因为他们才是置业投资的主力军，但开拓
金融等高端客户工作难度很大，靠企业或房地
产行业自身无法完成对金融客户的整合。

金博会举办地点红星国际会展中心的
二楼设有“长沙品牌楼盘联展”馆。高品质楼
盘将与来自全省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高端
人群实现零距离展示交流，也给有投资置业
需求的人群一个好的选择。

目前，包括万科、长房、佳兆业、世茂、万
达、 中铁等在内的品牌楼盘都已经开始布

展。相信不管是魅力十足的展区设计，还是
展区连续上演的丰富多彩的节目，都将吸引
与会者的眼球。各品牌楼盘也为参加金博会
的市民准备了高性价比的产品，并推出购房
优惠和精彩好礼。 届时，“长沙品牌楼盘联
展”馆必将与各金融展馆交相辉映，成为高
端、务实、热闹的金博会的一大精彩看点。

现场活动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参展楼盘
推介方面： 主持人介绍+LED画面+楼盘相
应风格节目串烧；高清、大幅LED背景屏；隆
重的房地产主题展馆的开馆仪式；每家企业
3台看房车， 不间断运送意向客户前往楼盘
实地看房；展位分散环绕在舞台两侧，层次
分为上下两层，下高2.5米，为展位主体部分，
上高1米，为形象展示区，且左右两侧展位上
方形象展示区域分别连成一个半弧形，形成
尺寸为1m×17m的两块广告位， 以增添场
馆与展位的特色， 营造大气磅礴的场馆气
势；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还有机会赢取市
场价值高达千元的竹艺礼品一份等等。

看美女，买名车，零担保零利率零首付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在金九月实现自

己的汽车梦，轻松抱得爱车归，三湘华声全媒
体将在金博会期间特别推出省内首个金融信
贷购车专场———“金融购车季”， 为准备分期
付款买车的消费者提供一场名车盛宴。届时，
准车主们可以借助金融这一武器， 以灵活多
变的购买方式开走自己心仪的爱车。

车展上，市场上50余款主流车和靓丽车

模供你一一鉴赏，百家银行、保险、证券、基
金、投资金融机构为你按揭买车提供方便。

与金博会交相辉映的是，车展商特意安
排了东风日产———楼兰与长沙的观众们来
一次亲密接触。车展商介绍，MURANO楼兰
源自日产北美市场，以“超级进化”为研发理
念，颠覆性地将跑车和SUV融为一体。自从
在北美市场亮相以来， 就一直是瞩目的焦
点，到底楼兰有何独特亮点，届时让我们相
约金博会一起看楼兰去。

奔驰跑车也将炫丽登场，令人期待的奥
迪A8L也会与您相约金博会。这次车展将以
汽车嘉年华的形式进行展示。

作为一种新的购车方式，“信贷购车”自
推行以来， 就受到了广大善于投资理财、追
求时尚但资金短缺的消费者的关注。特别是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金融单位
推出的“零担保、零利率、零首付”信贷购车
服务， 更是成为广大消费者追捧的对象，也
将降低消费者的压力。

为了真正让消费者在“金融购车季”上
享受到最全面、最便捷地享受按揭贷款购车
服务，实现自己有车梦想，本报届时将联合
数百家银行机构、保险公司、各金融机构、上
市公司以及目前市面上部分畅销的中高级、
豪华车品牌， 诸如东风日产、 广州本田、奥
迪、奔驰、北京现代等，将会亮相金博会，这
是金博会期间推出省内首个金融购车专场。

对于那些没有足够闲钱买车的人来说，
大方的出手或者说是一下拿出一大笔钱来
买车，仍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不过，“湖
南省第二届金博会”的举办，将化解一部分
人手头紧又想提前买车的尴尬。

金博会期间，数十款新车不仅能享受到
目前国内的最大优惠，而且还可以享受零首
付、零利息、零月供等信贷方式。同时，为了
方便消费者在现场就能实现轻松购车，本报
还将联动部分金融单位，让消费者在金博会
现场就能一条龙完成所有贷款购车手续。现
场还组织了各种文艺表演和抽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