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行湖南益阳桃江支
行营业部， 有一位被客户赞
扬为农行的“魅力之星”、“微
笑之星”、“亲善之星” 的员
工，二十一年里，她以自己朴
实的作风、负责的态度、周到
的服务，打动了每一位客户，
她就是农行湖南益阳桃江支
行营业部大堂经理徐惠桃，
客户心中的“桃姐”。

2010年深冬， 退休教师
刘老太太来到徐惠桃所在的
网点办理现金转账业务，徐

惠桃像往常一样接待了老太
太，并帮她填写业务单据，但因
为老太太忘带身份证无法继续
办理业务， 徐惠桃提醒老太太
打电话给家里让人带过来，老
人一脸愁容，原来家人已外出，
老人只得回家拿身份证。 徐惠
桃考虑到老太太一个人提着现
金不安全， 于是向网点负责人
汇报，请网点主任代班，自己则
换下行服陪同老太太去取身份
证。“这个丫头，笑起来不假，对
人热心，真像是自己的女儿，一
件贴心小棉袄。”老太太欣喜不
已。

事实上，这种平常而又不平
凡的事例数不胜数，这就是徐惠
桃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她就是这
样每天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奉献着、勤恳工作着，为农行
的广大客户真诚服务，对他们无
私关爱，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
之所急。她无愧于“最美农行人”
的称号。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肖志芳

通讯员 莫战和 文胜雨

湖南师大法律援助中心、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团
队、 湖南中盈律邦投资管理公
司联合开展“理财维权律师帮”
活动，为参与投资理财、民间借
贷的市民免费提供法律维权服
务。本周已接到法律咨询13起，
其中有代表性的案例为： 网银
诈骗新伎俩频出。

衡阳曾女士收到一条关于
U盾升级的短信，“银行客服”
告诉曾女士“正确” 的升级步
骤，曾女士也把自己的账户、密
码告诉了对方。第二天，曾女士
登录网银汇货款的时候， 发现

自己账户上的十几万元不翼而
飞。 这是一起典型的网银欺诈案
例。

湖南中盈律邦投资管理公司
顾问、著名律师陈平凡提醒，市民
如果收到“银行短信”时，一定要
认真辨别， 看清是否为银行专用
的统一客服号码所
发，如不是则无需理
会。如有疑问，要致
电银行官方公布的
客服号码询问，各银
行的客服电话均为
五位数。同时，不要
轻易相信ATM旁粘

贴的任何类似“通知”、“公告”或
“温馨提示”， 通过ATM交易前，
请观察设备有没有被犯罪分子破
坏，发现取款异常情况，第一时间
拨打银行统一客服电话。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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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鑫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企业公章（章号：430600
0009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低转现代 1.5万，面的 6千 15073190325
小车转让

诚聘男女公关 可兼职
15675858982

MBA/MPA双证热招中
高效辅导通过率高 18681018601

招生 招聘

江苏博茂投资有限公司高薪
诚聘各市县分公司经理数名。
要求：良好的社会人脉关系。
待遇：年薪 20 万加高额业绩
提成，交五险一金，带薪年假。
电话：400-086-9196 025-57900500

高薪诚聘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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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有资金， 寻发展企业合
作，专业团队，实力可经随意调
查，如有虚假，赔偿一切损失。 诚
招商务代表 15101155585 张经理
邮箱：523229752@qq.com

诚信共赢

企业个人项目贷款， 无抵押、
商会资金，银行利息、需要监
管、成功收费。 13645161519
T：025-83400798传真：58815228

宁沪商会直投

诊所转让、非诚勿扰
招聘执业内科医师 13469429785

公告声明

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可赤膊
演变斗牛、金花、三公字牌，另售
高清透视眼镜可看透扑克麻将字
牌。 大范围扑克麻将分析仪，桌上
无任何东西可知牌的大小。 隆重
推出远程飞针麻将以一胜三，合作
出 场 T：13327317711 胡
网址：www.13327317733.com

大赢家

上门安装自设牌型, 长麻转麻万能遥
控随意操作.一对一隐形眼镜、字牌扑
克感应仪，无需镜头直接报牌。长沙火
车站凯旋 A 栋 2005 13755058383

程序麻将

程序麻将机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自摸程序
扑克分析仪桌面上无须放东西
密码麻将、扑克
长沙晚报对面13467671788

贷 款 咨
询

凭本市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新世界百货 2106 室（五一广场对面）
89700838、18008403370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诚信专业
简便！（房地产、矿产、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等各类新建项目）区
域不限，企业个人均可，轻松解决
企业资金困难 028-68080888

巨银投资贷款咨
询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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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娱牌具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程序， 飞针麻
将，感应麻将，单人分析仪远距离桌
面不放东西，一对一透视眼镜等。

138 7311 5355
晚报大道
时速风标

www.cspj888.com 律师 调查

企业, 个人资金周转 , 无抵
押,无担保,30万以上利息低,
办好才收费, 13667376587

富阳快贷

农科院杂交技术应用新成果
品种优、易饲养、价值高、
市场缺、包成功、包收购。
咨询电话：0731-89707061

土元（土鳖虫）黄粉虫养
殖

有无抵押均可, 月息低至 1%,放
款快,贷前无费用。 18684722588

小额借贷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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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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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盈利中,另有发展 18975166737
高档量贩 KTV转让

临街商务楼整栋出售
�东塘香舍花都 2-7层
4100平方，价格面议。
联系人：彭先生 13873030098

转租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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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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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王律师18607319453
资深刑案辩护合同婚姻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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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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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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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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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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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维护、代还，手续费低 8‰、

信用卡积分。 谢莎:18684641474

长沙信用卡免费维护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无门槛，随借随还，欢迎同行合作。

贷款
18670752122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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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井镇老牌酿酒有限责任公司
瓷蓝花系列酒火爆招商。铺货，
送车，人员，返利，广告，电话：
0558-5363836 15156725987

名酒招商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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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氧净赚大钱，洁宇日化诚招各地
经销商。 了解详情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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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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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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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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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合通讯免费提供网络平
台， 男女均可， 日获利 850 元以
上,当天现金结算,不收任何费用
(工作 3天单位报销设备款)
0531-83365595 18865319185 刘主任

足不出户 轻松赚钱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

户主郭琪持有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中意
一路 1156号户口簿遗失，声明作废。

刘东楚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5812220015声明作废

丁佳赞遗失长沙理工大学土木
工程专业毕业证，证号:1053
61200605010692,声明作废。

自10月10日发出高手征集
令以来，截至10月14日，湖南首
届微信“打飞机”大赛组委会收到
数百名玩家发来的“打飞机”成绩
截图，达到千万分级别的玩家共9
人， 其中玩家贺彬以5997.4万分
夺得第一名 ， 玩家陈登则以
3224.3万分位居第二。

在金博会召开期间， 这10名
高手将在现场等待其他玩家来挑
战。 如果想与他们提前过招或者
交流打飞机经验， 请加打飞机大
赛QQ群：298130799。

据悉， 按照本次高手征集令
的评奖规则，在发送“打飞机”分
数截图至大赛官方微信“三湘财
新”的玩家中，排在前十名者将可
获得洪江古商城旅游券。

而将于10月18日正式开赛

的湖南首届微信“打飞机”大赛
的奖品更加丰厚， 在一天半的
比赛期间，每天将按照成绩，评
出3名一等奖（奖品为价值2188
元的格力净水器）、6名二等奖
（奖品为价值200元的购物卡）、
6名三等奖（奖品为价值100元
的明园蜂蜜消费券）。另据记者
从大赛组委会了解， 所有参赛
选手都有机会获得奖品， 即使
未能取得名次，也可获得QQ公
仔一个。

对于这些千万分的参赛选
手，有部分玩家也提出了质疑，
认为他们可能开启了“无敌模
式”。 对此， 大赛组委会表示，
“如果对众多参赛选手的真实
水平都一一进行核实难度较
大， 因此其他玩家不妨来金博

会现场，一起来验证他们是否真高
手。 我们准备了7台70吋以上的大
屏， 其中有1台100吋高清大屏，并
统一使用我们提供的平板电脑进
行对决，完全可以保证参赛选手成
绩的真实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文成

6000万分“大咖”，小伙伴们你信吗？
微信“打飞机”大赛高手征集收官，快来金博会现场共同见证奇迹吧

“最美农行人”系列报道十二

老年客户的贴心“小棉袄”

网银诈骗新伎俩频出，名律师支招谨慎应对

姓名 最高分
贺彬 59974000
陈登 32243000
肖立峰 15801000
丁亚莉 15039000
刘新谟 14332000
喻平 13308800
王平近 12753000
曹琼玲 10239000
廖琴 10028000
熊永红 6729000

发
截
图
得
奖
名
单

时间：10月17日-19日 地点：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