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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投资 13755102437
个人专业贷款，款中扣息，不成功不收费

刘珈旖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
号码 43011120000930132X，声明作废。

罗爱兰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
430105194002131529，声明作废。

经长沙农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930 号省农科院。 联系人：湛祥
万 电话：18229811655

注销公告

�����湖南省废旧物资交易大市场
各位业主：

我公司曾多次以电话和公
告的形式通知各业主提供办理
房产证和国土证所需资料，至今
仍有部分业主未提供资料，请还
未提供资料的业主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之前将所需资料交到公
司，逾期未交齐资料导致无法办
理房产证和国土证所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联系人：骆先生
电话：13507318642 88589333
长沙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2年 5月 6日

通 告

麻将扑克纯手法
专杀高手不服不行超我奖 2万 15616215929

门面急转
因本人另有发展,现将商
学院旁粉店优价转让。
电话 18684997938黄女士

借款炒股 13317310312
月息 1.6-1.8 另诚招各地州市加盟公司

水博士净水专家
供各式水处理设备 0731-88654766

经长沙金麟房地产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东路
湘银大厦九楼。 联系人：谭润波
电话：13755188188

注销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 1000 万减少为
200万元。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
与陈来保（13973032088）联系。

湖南泰鑫巍电气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上海拓赢集团招商
拓赢;聚能灶，可帮助酒店厨房燃
气（油）节省成本 30％－50％，中国
商用炉灶节能第一品牌，中国节能
协会推荐单位，现针对市级地区首
次火爆招商， 湖南招商 :0731 －
84696199。 18773116788，全国招商
服务热线:400－000－6896
中国上海： WWW.SHTYJN.COM

免费咨询
15874164401张律师

个人借贷
车房、借贷、无抵押借贷、金银抵押

85995578

华利贷款咨询
个人、企业、免押、免保。 利息
低。 下款快速。 保密！
电洽 13652384850王专员

教师、园长、物业考证，另招
业务员及合作 13332516331早

南京弘凯投资
业内资深专业团队打造资

本平台，民间财团直投，寻优质
项目（300万以上，可合作），
因为专业，所以快捷。

高薪诚聘全国区域经理
025－87785419 87781455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天 佑大厦 1826 室

工商代办 82284857

创办环保砖厂 年利百万不是梦
国家明令禁止实心黏土砖，政策支持新型墙材，通过矿渣、

粉煤灰等工业废弃原料与水泥混合搅拌， 添加中天创新专业研
发的高效浓缩发泡剂，生产的免蒸加气块，广泛应用于城乡建筑
墙体。 办厂即可盈利！ 欢迎实地考察合作！

上门建厂、统一管理、专利技术、专业设备、无需经验即可成功创业

企业热线：400-027-8198 18717158109 www.ztcx.cn

韭菜园卡友 15802505286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搬家搬厂

专业搬琴、拆装家具空调双发 85569538
88573138
招司机和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喜蚂蚁85710002
特价家具、空调拆装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搬厂移空调

AAA弘旺投资 AAA
缺资金找弘旺，大额资金寻优质项
目，专业，诚信，快捷。企业，个人项
目资金周转。各类项目投资（矿产，
房地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
交通，学校，新建项目，在建工程）
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不
成功不收费。成都市永丰路恒丰银
行 8 楼 828 室 028-68000866

飞针麻将老
字
号

合作出场
电话：15675267777

最
新
科
技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高科技产品。

牌具超市
扑克分析仪桌上不放任何东西可快、准报
出每家大小， 上门安装无磁万能麻将机，
打四方骰，起手可来好牌，另售各种高科
技产品，传授各种玩牌手法，免费观看，满
意再买或学（包赢）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酒店 A319 电话：13875909017

13507456730

新型感应分析仪， 无论牌放任何角
落 1 秒报牌定输赢，庄闲绝杀（适合
扑克砣子、字牌等玩法）十代麻将程
序四方开色、绝无噪音，随意坐哪方
都可以来好牌，高清博士伦、声控变
牌器。授港澳玩牌绝技。长沙火车站邮政
招待所 200房

牌神牌具

千变牌具
实战技术，免费教学，空手变牌，发牌，
认牌，麻将机上门安装，批各种眼镜，
牌，麻将，分析仪。 长沙晚报对面上东
印象 B709室 13787110515郑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招
聘
司
机

整合营销全案策划 商业计划书
品牌策划 营销诊断 战略规划
市场调研 融资策划 商机代理
大量高收益项目诚招民间投资
免费咨询：18684815826王会长

中国营销学会湖南分会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不用跑断腿 最终的选择
各类项目投资：房产、水电、林
业、农业、旅游、矿山、交通、酒
店、学校、能源、专利、珠宝等
各行业。 多种投资方式：实业
投资、股份合作、风险资、短期
拆借等。 各种团体： 个人、私
企、国企、上市公司均可。 地
域：无地域限制、全国各地、东南亚
均可。 028-68000128

湘潭市中心门面转让
地处湘潭核心商业区，临市
中心医院和步步高超市，面
积 120 平米， 经营多年，接
手即盈利 13974937518

麻将机程序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衣牌具等13467671788
长沙晚报正对面上东印象 C719室

灯饰配件厂家直发
本厂现有大量灯饰配件外发
加工，纯手工产品，个人、工
厂均可加工。 0760-22327351、
13794180444 www.zsgs28.com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东岸北部 333号

向律师 13657350807
白律师 13975115257专业律师

价格最便宜
85653555特价搬家

第一军旅时尚服饰
诚招加盟店及地区代理商
免费热线：4008 801 802
联系人：张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三○三工厂

荣 誉 出 品

Y&M 想家女 33岁丧偶独居贤惠气佳会
持家，经商经济优，诚寻健康重感
情有家庭责任感男为伴，贫富地区
不限 13425118676本人亲听
本人征婚：男 48岁丧偶为人随和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顾
家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590440227本人亲谈

男 44丧偶健康稳重有责任心因事业
单身多年渴望温暖的家诚觅善良女
携手今生可带小孩 15362052827

民间资金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专业从事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在建、扩建
项目均可，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83453179 18936897179

男 46岁丧偶单身多年为人正直重
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善良体贴
孝顺女一生相伴，其它不限，有孩
视亲生 15989555571本人接听

持证见面： 徐女士 29温柔貌美夫 不
育为了家庭无奈离寻真诚男相 处不
重你条件可交友助你 13128659328

女 43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诚寻感情有
事业心男士相伴。 电话 18312589678

本人征婚 18312589678

千里求缘： 温柔女小静 29 岁 1.65
米温柔漂亮有气质寻体健男圆我美
好心愿 15800940512有缘助发展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各类项目投资：矿山、水电、房产、
林业、农业、旅游、学校、能源、专
利、酒店等各业。 多项投资方式：
风险投资、 实业投资、 经营性投
资。 咨询电话：028-84555515
成都顺成大街世贸中心 A2601

世宏投资 诚信赢天下

长沙广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征婚：男 49 岁丧偶为人随 和
健康重情部队退役现经商觅 真诚
顾家懂珍惜女携手后半生 有孩视
亲生 13590195870本人亲谈

温柔女阿静 28岁高雅有气质体贴
有涵养经济优寻阳刚男共同发展有
缘助你发展 15350167036本人亲谈
《圆梦》 温柔女阿艳 28 岁高雅有气
质经济条件优寻健康正派男圆我梦
有缘助你发展 15270376612亲谈
诚心求缘： 袁女士 28 漂亮人缘好
夫老总无孩离觅诚意男交往不嫌
你条件差给你幸福 15994205155

廖国华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206191528，声明作废。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 1000 万减少为
500万元。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
与辜吉祥（18907309019）联系。

湖南芳源投资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诚寻项目合作
中鼎资本寻求制造业、 农牧业、 养殖
业、能源矿产、房地产等项目合作，不
收取任何费用，高薪诚聘商务代表。
电话：010-52372001，18701581736

港货特惠连锁店招商
原装纯进口日用食品美肤 3000余品种系
统化运营效益可观 18673115211 张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请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出手凶狠 “伦敦鲸”搅动金融市场
此次巨亏源自摩根大通首席投资官办

公室交易员伊克西尔的操作。他被曝在债券
市场大举建仓， 但因市场走势与预判相反，
所交易的金融衍生品损失惨重。

虽然照片迄今没有在媒体公开，伊克西
尔的名字在伦敦金融界并不陌生。不少交易
员更习惯于称他为“伦敦鲸”。

伦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交易员说，
“伦敦鲸”出手凶狠，所代表的资金雄厚。“所
有人都知道这头‘鲸鱼’，”一名对冲基金经
理告诉路透社记者，“什么时候信用违约互
换（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出现大波动，你
就知道这是‘伦敦鲸’所为。”

信息外泄 遭对冲基金集结狙击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迪蒙10日

公布巨亏消息时，提及伊克西尔与交易巨亏
的联系，但强调责任并非他一人。

然而，不少熟悉金融市场交易的人士认
为，伊克西尔应该为巨亏负主要责任。

路透社11日援引一些业内人士的话报
道，过去几年中，伊克西尔及所在团队在金
融衍生品市场累计投下的“赌注”所反映资
金额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 当这些信息被
外界得知， 充满投机欲望的其他对冲基金
就集结起来，与已经身在明处的摩根大通对
赌。最终，市场走势与摩根大通的赌注预判
相反。

阿富汗和解
高级谈判遇刺身亡
他是前塔利班成员

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高
级谈判代表拉赫马尼13日在首
都喀布尔遇袭身亡。过去两年，
拉赫马尼是阿富汗政府谋求与
塔利班和解的关键谈判代表之
一。

喀布尔警方称， 拉赫马尼
当天上午在公办途中遇刺身
亡。 路透社报道，拉赫马尼在喀
布尔西城遇袭身亡， 他当时正
准备前往位于使馆区的“媒体
中心”出席一场会议。

作为前塔利班成员， 拉赫
马尼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
事件后被联合国列入制裁“黑
名单”，制裁内容包括旅行禁令
和资产冻结。2011年，联合国刚
刚将他移出“黑名单”。

拉赫马尼是高级和平委员
会遇刺的又一名高级成员。去
年9月，委员会主席布尔汉丁·拉
巴尼在喀布尔遭武装分子暗
杀， 重挫政府与塔利班和解的
努力。 ■据新华社

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10日承认交易巨亏20亿美元（季度净盈利的
一半），让金融界只闻其号、不见其人的“肇事”交易员伊克西尔置于全球聚
光灯下。

伊克西尔因在伦敦金融市场出手凶狠而获称“伦敦鲸”，但熟悉他的人
描述，伊克西尔生活中举止低调平和，与在交易市场中的形象反差巨大。

他，让摩根大通巨亏20亿
肇事交易员名叫伊克西尔 “凶手”为大家熟知的对冲基金

＄20亿
交易员对赌失败

摩根大通损失惨重

“他非常安静，是个家庭男人”

除了工作伙伴和亲友，外界并不了解
现实中的伊克西尔。与虚拟市场中兴风作
浪的角色相反，身边人眼中的伊克西尔是
凡人。

伊克西尔的前同事描述， 他1991年毕
业于著名学府巴黎中央理工学院，为人谦
逊，入职摩根大通后表现优异，因市场的
理解、交易技术水平而深得高层赏识。2008
年至2010年三年中， 作为首席投资官办公
室交易员的伊克西尔为摩根大通带来了
巨额盈利。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友人的话报道，
伊克西尔在伦敦西区租有一套公寓， 星期
一至星期四在那里居住，星期五回到巴黎，
与妻子和4个孩子共度其余三天周末假期。

“他非常安静，是个家庭男人，”41岁的
桑德里娜·伊克西尔这样形容弟弟，“他没
有跑车，主要爱好就是厨艺。”

路透社援引一名摩根大通前职员的
话形容，伊克西尔“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安
静沉稳，有点秃头，相貌看老，和外界所认
为的“傲慢交易员”形象完全相反。

■据新华社

另一面

伊克西尔出手凶狠，
绰号“伦敦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