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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白云边濒临破产。从这一年，白
云边开始改革，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坚持
高举浓酱兼香型白酒旗帜，精心酿造“中国

第五香”。实施推陈出新战略，在全国率先
推出了年份酒，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实施口
碑营销战略，“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

碑”，建立品牌美誉度。实施管理强企和以
人为本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

白云边累计投资20多亿元，按照“工业
旅游、生态酿酒”的发展理念，以徽派民居的
厂房建筑特色、江南水乡园林风格，凸现工
业文化园的特色，形成“一江两园”的格局。

白云边起死回生， 成长发展， 步入辉
煌，这一历史阶段告诉白云边人，企业必须

要培育核心价值观和竞争力， 坚持自主创
新，与时俱进，形成推动企业科学发展、跨
越发展的内生动力。峥嵘甲子路，辉煌六十
载，白云边奋进的步伐铿锵激昂。

（集3期原件，于10月1日前到秦皇食府
各门店， 兑价值18元的白云边150ml酒一
瓶 ， 共 计 1000 份 。 团 购 热 线 ：
0731-88860399）

白云边酒系列报道之十六
白云边：从濒临倒闭到绝处逢生

经济信息

赵子瑜 53213119931226001X，第二代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 30422198605198678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谢利辉 432802196709100523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6年 9月 20日

文 430111199708162140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12年 8月 17日

王与王番

冯海涛 320722198502010020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10年 6月 1日

温柔女小晴 28岁靓丽文雅有气质
寻异地健康激情男士给我完整的
家有缘助发展 18370372802亲谈
想家女 38 岁丧偶独居， 温柔贤惠
善解人意，诚寻重情无不良嗜好的
男士为伴贫富不限 13420972605

女 34 离未育私营收入佳有房车甜
美秀丽温和征可靠男 13874994767
女 43 离女对方孝顺独住房知书达
理择 55 下无不良嗜好男 15111233789
女 50 离个体房车门面齐贤惠能干
不嫌贫富征上门男度夕阳 15387550002
男 55 丧无孩老师房 3*2 睿智惠雅
健康俊朗征朴实成家女 15974194983
男 60 孩成家银行退休私房独住身
体 好 找 伴 安 度 晚 年 13548765783
交友女 38 经商媚娘曼妙风姿靓车
宽房不想婚约觅情感知音 18274806324

爱心驿站

杨燕身份证遗失，号码：
500234199211054687，声明作废。

男 50丧爱家,重情自营小生意多年!
寻求一位重责任,脾气好的女士携手
百年! 可带孩 13560750805本人

李琳遗失户口簿， 身份证号码
430219197705071304，声明作废。

李军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123197711194131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爱恋日用品商行 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7月 28日核发的 4301026002350
61 号营业执照 正本； 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2319760810
107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上善园园陵有限责任公 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5 月 11 日 核 发 的
430100000011840 号营业执照正本
及 副本（2-1）、（2-2）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明辉遗失长沙望月湖房屋产权
证，权证号 90011588，声明作废。

诚恳经商男 50岁经商经济优寻专
情女士为伴只希望晚年不再孤独
精神有所寄托 13751083239面谈

《转业军人征婚》

本人蒋海凤又名蒋海、蒋中明，湖
南邵阳县五丰铺中和乡鹧鸪村佐
家组人， 小学就读邵阳县五丰铺
中和田众完小， 初中就读邵阳县
五丰铺合作中学、中和中学，高中
就读邵阳县一中 72 班（就读时名
字叫蒋海） 特寻当时认识我的亲
朋好友和同学电话或信息与我联
系 15074948538 13975849963

寻 人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股东
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
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
权。 清算组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三
湘展览馆路东上东印象商住楼
818房 联系人:李卓
电话:0731-84787379

长沙名门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湖南省岳阳县杨城网吧《湖南
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安全合格证》遗失，证号：430
621100033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委托， 我司定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常德市共和大
酒店共和厅对定制元帅酒进行
义拍，有意者请于 9月 26日前携
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主办方办理
竞买手续。 主办方联系电话：
0736-7309569 主办方联系地点：
常德市德山大道 598号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
18684856664湘女相伴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交友 声讯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24
汉五亲子鉴定中心 84415118

亲子鉴定小
时

华龙第一幼稚园湘 A24056，长铁
长沙工务段湘 A15726行驶证。
鑫湘贸易湘 A16115登记证书。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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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旧酒店、办公楼、门面（装
修）拆除等。 13187317233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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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代办 82284857

低价工商税务策划、清理乱账
85514177

银行无抵押低息贷款，当面放款。
贷款咨询 13786139793

理财 代办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
对方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招聘 医疗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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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田矿业桐子山煤
矿资产转让公告

受托，我所发布位于郴州市永
兴县的湖南省煤业集团马田
矿业有限公司桐子山煤矿部
分资产转让信息，挂牌价格人
民币 8380 万元， 报名截止期
为 2012年 10月 19日。
详见：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黄女士 13789080515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2年 9月 18日

马田矿业爱和山煤
矿资产转让公告
受委托， 我所发布郴州市

永兴县的湖南省煤业集团马
田矿业有限公司爱和山煤矿
部分资产转让信息，挂牌价格
人民币 6850 万元， 报名截止
期为 2012年 10月 19日。
详见：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黄女士 0731-84178699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2年 9月 18日

傅英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遗
失，证号：0039375，声明作废。

个人征婚：想家女 38 岁丧偶独居
温柔端庄贤惠，经商收入稳定，诚
寻健康重情男为夫， 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5817403659本人接听

本人征婚 15138284111
■男 57 丧收入稳无负担有一女懂事
听话觅善良顾家女士相伴晚年、本人

女 33 岁丧偶温柔贤淑重感情，自
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诚寻一位健
康有责任心真心成家男为伴，有孩
视亲生 13590269411本人接

董俊杰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一套，发票代码 143001020
660，发票号码 01129314，金额
385900元，声明作废。

长沙天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
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债权人 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
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 债权，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中路
238号 2104房。 联系人:熊谦
电话:13574816430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腾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
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238
号上城星座大厦 2006房。
联系人:熊谦 电话：13574816430

注销公告
陈茜遗失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毕
业证，证号:096540060，声明作废。

林婵遗失湖南大学就业协议书，
编号:Y|S|S1011W110，声明作废。

本报于 2012年 9月 13 日刊登的(湖
南嘉信合胜移动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应为北京嘉信合胜，特此更正。

李金花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5604261528，声明作废。

张斌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
码 430903198301045419，声明作废。

儒雅富商 63 岁自营工厂收入丰坚
信人间有真爱寻端庄大方女士共同
携手人生 13527956444欢迎来到

顾家男 51岁丧偶经商收入稳定寻
一位重情顾家的女士为妻（可带老
人孩）电话 13710169559亲谈

寻男陪伴： 温柔女婷婷 31 岁 1.65
米温柔性感经济优特寻健康男圆梦
18379736139有缘助你发展亲谈

相约圆梦:龚小姐 29岁 1.65米靓
丽温雅特寻健康好心男圆我梦有
缘助发展大胆来电 18370373078

杨鑫莉 43010219880630552X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陈欢，430111198305263620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彭海军 4301111971042750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江跃龙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6402121537，声明作废。

赵禅遗失邮政裁剪发票一本，发票号
50753251-50753275声明作废。

年薪 15万聘销售经理。 我公司
面向湖南省内招聘地区级办事
处主任， 要求：5 年以上营销经
验，年龄 30-45岁，从事广告、文
化传播工作和在当地有人脉关
系社会背景者优先录用， 底薪
5000-10000 元+奖金+提成+社
保。北京永安志达投资有限公司
机会电话:010-58090277 58090386
58090211 58090296

年薪 20万聘办事处主任 （2012）雨执字第 374号
文志伟：

本院受理的谢淑群与你和
龚建云的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0）雨民督字
第 938 号《支付令》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 因你们未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的偿付义务，经申
请执行人谢淑群的申请，本院已
依法对文志伟名下的位于长沙
市天心区白沙南路 95 号 112、
212 号商业用房进行了评估、拍
卖、变卖。 现买受人唐青通过竞
价方式以人民币 280 万元合法
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
定，本院现责令你于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7 日内自动迁出上述房
屋， 如你逾期仍未自动迁出，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
造成的一切损失和产生的费用
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院长：刘建军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12年 9月 13日

公 告

阳 华 遗 失 毕 业 证 ， 证 号 :
10532120020501471，声明作废。

游佳 430219198309071024 身份证遗失声
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8年 4月 28 日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怕！ 怕！ 怕！ 花钱又不能把病治好，病人最大的担忧

皮 肤 病 终 点 站

本院采用中药秘方，清除病根，切断病源，扶正祛邪，提高人体
自身的免疫能力，治愈后不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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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鱼鳞病、牛皮癣、湿疹、荨麻疹、痤疮、扁平疣、神经性皮炎、过

敏性皮炎及各种久治不愈的皮肤顽疾。

医疗广告漫天如雪 皮肤顽疾哪家能接

公交线路：103路、17路、29路（长城建材市
场站下往前 100米）

地址：湘潭市湘衡路 261号
电话：0731-52326120 55558855

怕！ 怕！ 怕！ 花钱又不能把病治好，病人最大的担忧
湘潭市林敏医院

湘潭市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治疗临床研究中心

像张先生一样粗心的车主不在少
数， 记者咨询了各大保险公司后得知，
车险保单丢了必须及时进行补办，以避
免今后理赔时出现麻烦。

车主在补办保单时，只需要携带本
人身份证原件、行驶证原件，前往保险
公司指定网点办理， 当场就能拿到保
单。如果委托第三人办理，还应该准备
好委托证明材料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车险专家提醒，补办车险保单分为交
强险和商业险两种。车主在补办交强险保
单时可以拿到保单原件； 补办商业车险
时，保险公司只给予保单复印件。

针对粗心的车主，平安车险公司还
做出了专门的理赔规定：车险理赔单证
需要提供保单，但只要求提供保单复印
件即可，因此车主可以一次性完成理赔
单证递交。 ■记者 梁兴

保单丢了，带齐证件可当场补办
今年4月份，张先生的车辆该续保了。当

他准备去保险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时，却发现
怎么也找不到当初的车险保单。 情急之下，
张先生只好向保险公司求助。 经过电话咨
询，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他，带上投保人
的身份证原件、行车证原件，直接到保险公
司就可以补办。补办过程不算麻烦，张先生
松了一口气，“以后真要小心点，不然万一出
了险，临时索赔却没有保单就糟了。”

粗心车主弄丢保单 补办需及时，复印件也能理赔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