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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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产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支遗失以下单证，声明作废。 保
费机打发票 1份 243001220845
30055426。

遗失声明

银都电玩城拟在芙蓉区银港水
晶城 E4-103 号门面开办文化
经营场所，经营项目:电玩，经
营性质:私营个体，经营范围:
电玩。该场所法定代表人:李树
民，男:48岁，籍贯: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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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示

李达 430103197910152027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7年 8月 6日公 告

长沙英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郑伟 ,电话 18673603090

注销公告

长沙市红通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的组织机构代码的 IC卡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正强遗失湖南致盛愿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票据壹张号码为
1011746，金额为 1266 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虹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贷款卡。 卡号为 4301000002
836344。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金路达车友俱乐部有限公
司因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 2009 年 3 月 9
日换发的注册号为 4301030000
23578 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另遗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 750626
48-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通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开具给杭州诚泰科技有限公司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3
00114140号码 0234111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湘潭大学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
专用收据(学杂费)存根一本，
湘财专字(2011)NO.04729976-
04730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杏林
社区居委会遗失湖南省长沙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6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号:7968534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益商睿通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献忠 430103196903251524
居民身份证遗失，特声明作废。

廖文嘉 二代身份证遗失，号码：
430404198207150115，声明作废

广大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根据贵我双方 2008 年 12 月

13日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你公
司在我公司 社区阅报栏 发布广
告，目前拖欠广告费 278400.00 元
（大写： 贰拾柒万捌仟肆佰圆整）。
我公司已多次书面及电话通知贵
公司要求付清上述欠款，贵公司以
种种理由一直未付。 我公司再次通
知贵司，若贵司未在 2012 年 12 月
31日前付清上述广告费，则我公司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终止双方合
同，将全部广告位另行处置。 同时
针对所欠广告费，我公司将采取法
律手段。 特此通知！
湖南幸福文化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2012年 12月 26日

通 知

刘嵩遗失湖南大学就业报到证，
编号:03105325621，声明作废。

丁千羽出生证明遗失，编号：
M430079021，声明作废。

王红（身份证号为 43252419830815
1128）遗失户籍卡，声明作废。

驾 校

敬告：需刊登分类广告（含公告、证件挂失）的客户，请到韶山北路窑岭分类广告部办理，上门电话 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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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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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热水器已经从储热单模、速热·储热
双模、即热·速热双模发展到即热·智能·速
热三模电热水器阶段，与传统储水式相比，
三模电热水器优势明显：解决了加热慢、体
积大、能耗高的问题，拥有更小的体积、更
快的速度、更大的水量、更低的能耗、更好
的舒适度，几乎家家能满足的安装条件，热
水器将迎来更新换代的狂潮。
即热、智能、速热三种沐浴模式 沐浴感受
全面提升

即热模式： 即开即热， 热水器无需等
待，水量无限；

速热模式： 短时间预热即可， 开水断
电，断电洗，消除了部分人的担心，不会残
留热水；

智能模式： 四核驱动智能接力加热系
统，可以使热水输出量大大增加，同时热水
温度变化更平稳，沐浴更舒适。

在速热和智能模式下启动MAX增容
洗功能，热水器将以最快速度、最大热水输
出量输出热水， 充分满足严寒地区和个别
对水量要求较高地区的需求。
胆中胆四核驱动， 热水输出量大 水温平稳
寿命更长

HDSF618采用胆中胆设计， 四核驱动
加热技术， 即由速热双核和即热迅腾双核
共四组加热系统组成，通过CPU程序控制，
大大提升了加热速度， 增加了热水器输出
量，实现6倍增容，延长发热管的使用寿命，
热水温度变化平稳，不突变，大大提升了热

水器的综合性能。
蓝硅甲三层特护内胆坚固耐腐蚀 五年保修

奥特朗特有的蓝硅甲涂层配方， 针对
中国水质特点，坚固耐腐蚀，防锈，大大延
长了热水器使用寿命。

智慧眼蕴含了加热倒计时、 出水温度
显示、电量查询、中温保护、峰谷节能等众
多的智能化功能

HDSF618在节能方面表现不凡， 拥有
节能单人洗、峰谷节能等节能技术，它还拥
有加热倒计时、出水温度显示、电量查询等
多项智能化功能， 舒适机型还应用红外线
遥控技术， 解决了因热水器安装过高造成
的操作不便。

沿袭奥特朗一贯对外观的挑剔 ，

HDSF618机身为几何对提切面， 铝合金拉
丝面板，LED高清智慧眼显示，将艺术灵感
与科技质感融于一体， 引领豪华概念电热
水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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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诚招奥
特朗全国专卖店加盟商及省会城市工程代
理商，加盟热线 020-22640888�，工程代理
020—22213031

长沙运营中心电话：0731-88944633

“模”战升级 奥特朗三模四核HDSF618引领热水器新时代
更小 更快 更舒适 三模电热水器让电热水器再升级

奥特朗
三模四核新
品HDSF618

友谊阿波罗集结旗下门店全情打造
的圣诞新年购物季第二季———“新年
style”，将于12月29日起重磅出击，购物
“满300送188”——— 年度最超值营销活
动，绝对最佳抄底时机！

友谊阿波罗每年推出的感恩年终庆，
以其最真实最广泛的让利，广受消费者的
好评，并成为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年末购物
盛事。因本次元旦放假的特殊安排，也为
再次为消费者创造年度盛会，友谊阿波罗
的“圣诞新年购物季”第二季“感恩年终
庆”将从12月29日-2013年1月3日以“满
300送188”跨年“探底价”回馈顾客，整整
六天的活动时间将成为史上最长的跨年
促销活动，大家尽情享受购物乐趣，彻底

狂欢。
供应商表示，年终庆大促，只冲销售，

不图赚钱。他们将会拿出最当季的货品和
最大力度的折扣来支持此项活动。“大部
分商品都是折后再参加300送188的活
动，绝对划得来。”12月31日及元旦这两天
购物，会员还可享受双倍积分，相当于送
券之后再打九六折。

除此之外，友阿各门店还有各自精彩
的辅助活动， 各类神秘促销。2012年末抄
底放松的最好时机。

微博控们的年终大礼也来了！关注@
友谊阿波罗 新浪官方微博， 新一轮微博
活动已经上线，既好玩又给力！

■记者 肖志芳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自2010年3月进
驻长沙后，通过两年多的发展，至2012
年11月底，长沙分行资产总额152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8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95
亿元， 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
两年的实践证明：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原动力。

首先是金融观念的创新，在信贷投
入上先行先试， 变实体资本为金融资
本。通过政府的内引外联，兼并重组，在
企业增加实体资本的基础上加大跟进
力度，拓宽投资渠道。目前，华夏银行长
沙分行已对长沙市7家改制企业实施了
15亿元的信贷投放。对旅游、基础建设
等企业，采取收费质押等形式，先后对7
家企业投放贷款18亿元；同时，长沙分
行主动与信托、邮政银行、保险等金融
企业合作联姻，实施有效投放 20亿元。

长沙分行在产品特色上也是先行
先试，充分利用创新产品：创新性地利
用融资租赁项目解决湖南南方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资金缺口10亿元；利用法人
工程机械按揭助力三一和中联工程机
械在华夏银行系统服务销售7亿多元；

引入法开署外汇资金支持湘电新能源
节能环保项目600万欧元贷款； 为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创新性地与长
沙市恒天九五重工、长城资产公司成功
发行了湖南省首笔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募集资金3.2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分行
通过创新34个金融产品，在信贷资金投
放之外，为企业筹措了20多亿元流动资
金。

为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在中小企业融资需
求上实施了“四专服务”。 即“专设机
构”：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专施中小企
业贷款职能；“专门通道”： 对中小企业
实行绿色通道审批，批量化、标准化服
务；“专享产品”： 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
开发了上下游融资链，应收账款、发票
融资等特色产品；“专家服务”： 成立专
家团队，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和服
务。两年来，长沙分行已对500多家中小
企业投放贷款15亿余元。近日，华夏银
行长沙分行被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评为“2011-2012年度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先进单位”。

郴州友阿国际广场开建
12月27日， 友阿股份郴州友阿国际

广场项目奠基仪式在郴州项目园区隆重
举行。据了解，项目斥资近22亿元，是由
友阿股份联合郴汽集团、熹华投资一起在
郴州投资建设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占
地4万多平方米，是一个集旗舰型购物中

心、时尚潮流步行街、城市豪宅、国际化居
住型公寓等为一体的多功能、 现代化、综
合性城市多维空间的世界级城市综合。汇
聚了国内、国际众多知名奢侈品牌，打造
“一站式”消费和“体验式”购物。该项目
2014年将建成投入使用。 ■记者 肖志芳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用创新引领发展

经济信息

本报12月27日讯 “水井坊·菁翠”第
11届湖南十大杰出经济人物评选结果将于
12月28日正式揭晓。 自9月25日公布17位
候选名单以来， 评选组委会组织共计10余
位来自全省各个领域的专家团队对候选人
逐一进行了严格摸底和审查， 这一过程持
续长达4个月之久。 经过专家团的打分、讨

论及商议， 最终的获奖名单将在28日举行
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据悉，“湖南十大经济人物”评选素有湖
南经济界的“奥斯卡”评选之称。自2000年
第一届评选开始，已成功进行了10次评选，
共评选出13位杰出经济人物特别贡献奖和
100位杰出经济人物。评选不仅是对湖南经

济的年度总结， 同时也成为了打造企业湘
军的一张名片， 是湖南经济界最具影响力
和美誉度的奖项之一。

本次入围的17位候选人中， 湖南伟大
集团董事长邓天骥， 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重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行长夏曦，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新松等企业家都表
现得十分亮眼。

值得关注的是， 本届候选人中出现了
一位女性企业家：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钟飞。钟飞的入围，展示了湖南
女性卓越的经营才华及她们在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记者 朱蓉

第11届湖南十大经济人物今日揭晓

友阿感恩年终庆29日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