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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英 首演
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部热播

剧的名字现在可以用在海政文
工团了。9月10日，宋祖英升任团
长后首次带队海政文工团到海
校献唱。今年8月，宋祖英由海政
文工团副团长升任正团长，新官
上任三把火，曾表示“不会忘记
吃饭的根本”的辣妹子，应该会
烧出旺火来。

巴赫 掌舵
国际奥委会换掌门人了。新

面孔是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
国人托马斯·巴赫。他低调平和，
甚至在当选之后还略显羞涩。
“巴赫时代” 的国际奥委会何去
何从？巴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
未来的国际奥委会就像一个交
响乐团，不同的成员“用不同的
乐器演奏出一曲和谐的乐章”。

斯皮尔伯格 拍戏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文·斯

皮尔伯格近日宣布即将拍摄第四
部《侏罗纪公园》系列影片，这是
时隔14年后的又一部续集。 新片
名曰《侏罗纪世界》，计划于2015
年6月上映，自从2001年上一部上
映后， 斯皮尔伯格就已经开始酝
酿拍摄第四部侏罗纪系列影片，
现在终于实现。

两高司法解释
1.对今后牟利性的删帖、发帖会有较明显

的遏制作用，收钱删帖是犯罪，很好记。2.对于
转发500，阅读5000以上，如何避免水军，可能
引发争议，将是今后的各方博弈点。3.对于媒
体微博、 机构微博造谣如何处理还需具体分
析。4. 在公民举报贪官和惩治谣言间做了平
衡。5.短期的心理影响较大。

帮领导看网？

官媒的舆情分析定位于帮领导看网，没
有大问题，还是好事，能让领导了解网络民
意，快速回应网民需求，极有价值。但如果整
个行业都这样定位，则有待商榷。领导很多
都上网，也刷微博，对网络的认知在快速加
深。经济舆情也空间巨大，舆情完全可服务
于各行各业。亿万网民也很需要舆情分析。

沈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存钱防老
中国人均存款3万元
全球第一

央行日前公布的8月份
金融统计数据称， 到8月份，
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三
个月突破43万亿元， 位于历
史最高位。 有人据此除以人
口总数， 大致估算出当前国
民人均存款规模(含定、活期)
为3万元。

点评：存钱无可厚非，关
键是要把钱存“活”。

外贸利国
对外直接投资创新高
中国首进对外投资国三甲

9月9日，《2012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公布了2012年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年度数据。2012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
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
资国之一。

点评：走出去，去赚外
国人的钱。

市场为上
铁总上半年还本付息800亿
变相给银行打工

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
公布半年报，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铁总用于还本付息
的资金就高达793.46亿元，
而同期内铁总用于基建投
资的资金也仅为2364.52亿
元。这也凸显了铁总目前沉
重的债务负担。

点评：铁老大不做大哥
了，要开始给银行打工了。

有效投资
房地产再融资或正式开闸
将撬动1200亿投资

证监会正式致函沪深两
大交易所，就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再融资涉及房地产业务提
交相关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申
报要求，被视为房企再融资正
式开闸的一个潜在信号，意味
着本轮融资可以撬动约1200
多亿元的地产投资。

点评： 有一种风险叫地
产，有一种疯狂叫“地王”。

任重道远
全国80%城市
未能达到协调可持续发展

近日，中国科学院虚拟
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发布《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
报告》，显示，大约80%的中
国城市未能在经济增长、资
源环境可持续性和能力建
设方面达到协调可持续发
展。

点评：由此可见生态文
明的梦想是如何任重道远。

赵姣红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 20
040743060100000501声明作废。

长沙威俊酒类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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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黄土岭路
368号三重星都心苑 8栋 105房
联系人:黄果 电话:13317489898

注销公告

安乡县生旺轧花厂，注册号：
430721000000833，经登记机
关核准，投资人变更为：
石伏香，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郭德遗失开福区金霞开发区顺天.
黄金海岸第 9.10幢 2605号房预
告登记证号码为 206003441
声明作废。

株洲市聚龙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工商部门申请注销。 公司已成
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来公
司办理相关事项。
联系人：张彦 电话：13787003293

注销公告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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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港湘建筑装修设计、施工

装修、 幕墙（含雨篷、门
窗）设计甲级，施工一级。
电话：0731-84710806、138084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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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 （五一新干线）（1804 室）
89703268、18073156768

小额快借咨
询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空调酒楼设备冷库工厂设备
废电览电线等 13607480245

高
收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
18508406220

下卡快，无抵押
13874989675刘经理

咨
询代办信用卡

凭本市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定王台（定王大厦 1724 室）
88730175、13723889990

咨
询小额贷款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

投资小，用人少，占地小
新型全自动水泥砖机

王先生13838203876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

长沙信用卡
贷 款 咨 询15399988803 转让 出租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POS机办理诚招经销商
35封顶，0.38带积分 13973165045

律师 调查

代办
咨询信用卡无前期费用

13787251816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无线 POS机
诚招各市级代理商
0731-83296767，400-6800-196

长沙庆欣·1配 10万 18008441118
您炒股★我出资

中天万运 快递物流
招湖南省、市、县级加盟商
400-0056-001 0531-86169296

信用卡友 １８１４２６６９９６８
信用借贷，高额快办，取现代还。

卡友 15974118077
高额速办，维护代还，信用借贷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信誉快借咨
询

85045959、18874783399

凭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
新世界百货 1909室（五一大道）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飞针望远麻将
合
作
出
场

独家销售新一代远程飞针麻
将，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傻瓜
式操作，以一敌三，轻松赢牌，
（另售各种高科技牌具精品）

15580999992多赢
娱乐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2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长沙超低卡友
信用卡提现 1%,代还 1.5%，可刷卡
积分，每月换机刷 13517488080

王律师18607319453
资深刑案辩护合同婚姻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88706076、15116151535

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 五一新干线 A座 1017室
85285563、18975843563

抵押银行借款咨询
信用借款
卡友服务13787006620

咨
询 13574186238代办信用卡

诚聘男女公关 可兼职
15675858982

招生 招聘

胜战牌具
胜战独家打造一款 AFK 远程镜
头，桌上不需要放任何东西!可随
意报牌，不限距离。另出售韩国透
视眼镜，密码扑克，斗牛分析仪，
单双色子宝,跑得快软件,筒子程
序，飞针程序麻将!另传授各种纯
手法扑克牌技术，可出场合作。
电话:15575992688刘 15576687686彭

公告声明

市中心,盈利中,另有发展 15975166737
高档量贩 KTV转让

卖氧净赚大钱，洁宇日化诚招各地
经销商。 了解详情请登陆 www.
myoxyclean.cn 各地前 30 位客户
尊享全年折上折。诚意请拔总部：
0731-27289818分公司：15364235063

氧净招商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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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疗

联谊 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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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家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靓丽气
质佳，经商经济优，诚寻体健重
感情有家庭责任感男为伴，贫富
地区不限 13538246997 本人亲听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保费发票存根联 1049
份，流水号：3208008476-8487、
3208010980-10982、3208011843-
11851、3208011860-11864、320802
7184-27190、3208011865-11869、
3208005101-5104、3209001964-
1985、3209013494-13496、320901
8401-18403、3209023251-23270、
3209030601-30640、3209035303-
35318、3208008461-8470、320801
1551-11590、3208011881-11900、
3208013331-13335、3208013348-
13350、3208027701-27740、32090
01951-1963、3209001986-1990、
3208009001-9020、3208009041-
9046、3208009062-9070、3208014
802-14850、3208015901-16000、
3208018901-18961、3208023787-
23800、3208027851-27889、32080
27891-27893、3208027951-28000、
3208029401-29449、3208029502-
29600、3208010998-11000、32080
13341-13347、3208027101-27114、
3208027120-27121、3208027131-
27150、3208002601-2618、32080
02697-2700、3208008291-8293、
3208013337-13340、3208015651-
15680、3208015751-15800、32080
16701-16750、3208021381-21400、
3208022001-22030、3208022191-
22200商业险保单 1份，流水号
1200007489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艳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 0020
100743000004605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