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日， 泸州老窖有限公司举办的
“魅力时光”经销商俱乐部成立仪式在长沙
盛大召开。 魅力时光俱乐部开创了从厂商
到消费者的沟通与互动平台， 邀请了湖南

省优秀经销商、 团购客户以及相关单位高管
共计500余人莅临仪式现场。

大会上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成员
证书颁发仪式，确立了由湖南锦通、长沙
宏通董事长黄学军担任会长，各地窖龄酒
经销商、窖龄酒忠实消费者等人为俱乐部
成员。

泸州老窖湖南片区经理赵永先生表

示，魅力时光俱乐部成立，将有效促进经销
商之间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实现百年泸州
老窖·窖龄酒品牌的进一步成长、双向共赢；
其次，与客户之间的深入交流将有效保障企
业获得珍贵的第一手市场信息，在竞争中稳
夺先机；再次，这种符合现代化商业模式的
结合将促使经销商和客户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百年泸州老窖及其品牌价值体系，推动百

年泸州老窖品牌的全方位扩张， 实现互
利共赢、齐头并进，开创光辉灿烂的新局
面。

据了解，“百年泸州老窖”是泸州老窖在
2011年推出的一款中高端白酒，也是中国第
一窖龄酒，30、60、90年不同的窖龄老窖池
所出产的各具特色的独特酒体，满足消费者
不同的口感需求。 ■ 吴林

本报讯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去年迎来20周年华
诞。在过去的20年，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成绩斐然。5月25日，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
公司举行庆典仪式， 并将公司新址乔迁
至芙蓉中路二段106号湘豪大厦北楼24
至27层。

在湖南保险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态势。2011年，该公司保费规模达14.52
亿元，市场份额稳居行业前列。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刘大
明透露，近年来该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进行战略转型，推行财务、理赔、人力资源

等集中运营管理， 加大渠道建设力度，着
力转变发展方式， 健全内控制度防范风
险，实现了保费收入较快增长、市场份额
稳中有升、服务手段行业领先、综合成本
控制达到预期等可喜成绩。

■通讯员 颜珮珊 记者 刘永涛

太平洋产险湖南分公司乔迁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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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题

长沙考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105000067201（2-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生命伟业水处理设备安装 有
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5889784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征婚： 男 50 岁丧偶品正随
和有涵养个体经商多年经济丰诚
寻一位善解人意懂生活女士为妻
有孩可 13927444175免中介

湖南省贷帮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万
象新天 5栋 2711房。 联系人：尹飞
电话：0731-89858813

注销公告

公 告

长沙市雨花区金艺花木经营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号:L400716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波狄服饰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510006294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泽楚暖通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贷款卡，卡
号 4301000004014954，声明作废。

湖南丰华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秦新建 电话：13117316446

注销公告

刘伟强遗失身份证 430124
198412158676，声明作废。

长沙启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8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02000068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50 岁丧偶退伍军人现自己做生
意收入稳定独身多年情感孤独诚寻
会持家孝顺性格好的女士重组家庭
可带老人小孩 13510677511亲谈

大学生、白领、模特
18684856664湘女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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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 声讯

女 33 岁丧偶独居端庄贤惠气质
佳，经商收入稳定，诚寻体健脾气
好有责任心男为伴，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5018538225本人接听

女 27 岁高雅大方特寻阳刚男士给
我一个完整的家 15270521889亲谈

【陈小姐 15270521889】

《为了第二次幸福征婚》 基本条
件，男 47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 无
负担， 寻单身独立爱心女士为 伴
15986713325游戏勿扰本人寻缘

可持证见面燕燕女士 27 经济优无
奈特觅一男知己了愿有缘助发展

寻家寻缘 18770335499

男 52 岁丧偶退伍军人自营生意收入
稳定重情风趣现诚寻贤淑孝顺 女士
为妻可带老人小孩 13215220202
本女求缘：你愿倾听我的故事帮助我
的困难吗只要我愿望实现你会得到
我丰厚回报 13755380582小张
征婚男 53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重
感情诚寻传统善良重情女士为伴有
孩视亲手培养助发展 13510245123
征婚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事
业有成寻传统善良重情女士为伴有
孩视亲手培养助发展 13592799227

游靖 43012119830208048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伍盛 4301021984021655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平诚安防设备经营
部遗失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 代 码 号
L3418142-0,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1542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宋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8 月
12 日核发的 430100000082845 营业
执照正本、（2-1）S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月英遗失坐落于天心区芙蓉中路
522 号长沙市水泵厂职工住宅 302
栋 107 房的权证号为 00612980 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房产局的要求， 长沙汽车电
器厂对以下房屋产权证交付给农
行省分行或自行注销。 现登报公
告。在一星期之内办理完毕。否则
农行将对以下产权予以注销。

公 告

客户名称 权证号码 坐落描述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长沙汽车
电器厂

南大路 188号
第 6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0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1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2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7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8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9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3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9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7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6栋
南大路 188号
第 15栋

2自 07998

2自 08000

2自 08004

2自 07995

2自 09569

2自 08006

2自 08009

90000152

2自 08003

2自 07997

2自 07993

2自 0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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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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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长沙市岳麓区岁润酒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104000043260(2-1)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在用户对于售后服务日益重视的今
天，联想打印机应时推出了“三年免费上
门服务”。 只要购买联想家用激光打印机
M7205就可以免费享受三年上门服务，真
正实现无忧打三年。在服务上的升级缘自
可靠的产品质量作保证，作为一款家用激
光打印机联想M7205集打印、复印、扫描
三大功能于一体，22PPM的高速输出，鼓
粉分离设计更省钱，单页成本超低。无论
是从服务上还是品质、成本上来讲联想家
用激光打印机都完全符合联想打印机所
倡导的“三好”打印机标准，满足了用户对
于好品质、好成本、好服务的家用激光打
印机的所有要求。

联想家用激光打印机M7205作为一
款专门为家庭用户及中小企业用户量身
打造的办公设备，它集打印、复印、扫描三
大功能于一身。性能方面，联想家用激光
打印机M7205采用联想独有“极速芯”平
台的融入使其具有同类产品无法比拟的
优势， 让用户无法错过。2400×600dpi分
辨率配合比主流速度快40%的22PPM的
打印速度，即使再复杂的文稿，也能完美
打印。由于采用了“极速芯”技术设计，其
核心的齿轮组等组件都得到了强化设计，
这对打印质量与整机寿命都有提高。此

外，联想家用激光打印机M7205一体机还
特别采用了新一代高清扫描和复印技术，
不仅能针对票据中的印蓝、红色等很少出
现在普通照片上的色彩进行扫描、识别还
原，还可以针对二代身份证存在底纹和浅
蓝字体，进行扫描、识别还原，图像清晰逼
真，效果出众。

在耗材方面， 联想家用激光打印机
M7205具有联想长寿命硒鼓技术，使得打
印成本得到有效降低，0.17元的单页打印
成本比同类产品低50%，有效节约了打印
成本。充分实现了“成本好”这一要求。联
想家用激光打印机M7205多功能一体机
的中文显示屏的设计无疑为用户带来了
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 性能表现优秀，可
以极大地提高用户工作效率。

2010年，奥特朗向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申请了制定双模（储水快热组合
式）电热水器行业标准的议案，获得批准，并
同意奥特朗参加《储水快热组合式电热水
器》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担任该标准起
草工作组组长。再一次体现了奥特朗在行业
内的技术水平和领导地位。
奥特朗率先研发出双模（储水快热组合式）
电热水器：更先进的热水器新品类

奥特朗研发出的双模电热水器是指一
台热水器拥有即热与速热两种模式，春、夏、
秋三季即开即热，冬天采用速热和即热两种
模式交替使用，与储水式比，具有更小的体
积、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水量、更低的能耗、
更好的舒适度。 又解决了即热式的安装瓶
颈，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热水器。
“双模旋风”将促使行业升级换代，新标准将
加速改变行业格局

双模电热水器不仅安装更方便，而且使用
更节能、沐浴更舒适、外观更美观，是真正的环
保、节能、低碳的产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去年
增长50%，它的研发成功必将促使行业升级换
代，新标准的推出将加速改变行业格局。
奥特朗曾参与起草、制定《快热式热水器》国
家标准

2009年，借品牌、市场份额及市场优势

等综合实力，奥特朗参与
起草、制定《快热式热水
器》国家标准，此次标准
起草工作中，奥特朗起草
项目组提出的多项建议
均最终采用为标准内容。
为了做好标准，斥巨资建
设按国家级实验室标准
规划的中心实验室

2011年，在国家正式
批准立项双模（储水快热
组合式电热水器） 国家级标准项目之后，奥
特朗斥巨资建设按国家级实验室标准规划
的中心实验室，为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
的测试设备与可靠数据。
长期注重技术研发，荣获“高新技术企业”

奥特朗长期注重研发的投入，取得了多
项专利，同时也进行了技术成果转化，在快
速电热水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0年，奥特朗荣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是目前快热式电热水器行业唯一一家享有
此称号的企业。

友情提示：奥特朗产品在全国各大家电
卖场、百货商场、专卖店有售。现诚招全国各
地省会城市工程类代理商， 全国销售咨询、
招商热线：020-22640888

三年服务无忧———联想家用激光打印机M7205三合一
奥特朗再次参与行业标准起草工作
并担任《储水快热组合式电热水器》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

百年泸州老窖成立
“魅力时光”经销商俱乐部

二手车过户后，车辆保险怎么办理变
更呢？记者了解到，如果车辆被保险人发生
变更，按照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
保险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投保人应
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合同变更
手续。需要提供原车主身份证明（原件），代
办人还需携带委托书和身份证。

如在平安保险公司，可以先写一份汽
车保险过户申请书（上面写明保险单号
码、车牌号、新旧车主名称和过户原
因，还要盖章），并带上车辆的保险单
和行驶证，到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一张
变更被保险人的批单，写明被保险人
的变化情况，就完成了汽车保险过户

手续。需要注意的是，这张批单在索赔时
要同保险单一起使用。 ■记者 梁兴

买二手车，保险如何过户

本报讯 第七届中博会5月20日在长
沙圆满结束。农行湖南省分行在此次中
博会活动现场设立了展位，服务参加活
动的政府官员、中外客商及普通群众共
计5000多人次。

■通讯员石兴国见习记者肖志芳

农行湖南省分行服务中博会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5月15日上午，赴
美国培训的长沙市民胡小波，在美国花旗
银行总部营业大厅内的ATM机上， 持华
融湘江银行发行的借记卡———华融卡钻
石卡，凭密码取出300美元，没有产生任
何取现的相关费用。 ■通讯员 谢建林

华融卡在美国ATM机
可免费取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