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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和遗失长沙市岳麓区三汊
矶长锌房屋产权证，权证号码
00037106，特此声明作废。

易桂菊遗失长沙市芙蓉区湘邮
东兴小区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码 711022418，特此声明作废。
周曼云遗失长沙市岳麓区望月
湖房屋产权证，权证号码 0054
3108，特此声明作废。

实战牌具
专业上门安装自摸程序麻将机
宽范围扑克分析仪,桌面上无须
放东西，一对一透视隐形眼镜
筒子麻将,密码麻将、白光扑克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13787122718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额度高，当天到帐，咨询：18973128927

无抵押贷款
本人征婚：男 47岁丧偶性格脾气好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
顾家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8898598275 本人亲谈

长沙市开福区芳泽食品超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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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长沙市开福区经济开
发区秀峰商贸城六栋 107
联系人：王娥 电话 18773140323

注销公告

长沙名系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
年 3 月 8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00202542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保靖县阳朝城乡公交车有限
公司根据 2013年 10 月 24 日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现公告我公司
启用编号为 4331000034258 的
公司新公章，原编号为 433100
0009932 的公司公章作废不再
使用，特此公告。

保靖县阳朝城乡公交车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16日

启用新公章公告

王旭东：
由于你多年逾期不归，单位每

年多次通知你办理离职手续 ，
你迄今未前来办理，现决定按有
关政策解除劳动关系，请本人立
即到单位办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未到
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视为
自动解除劳动关系。 特此通知。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2013年 11月 16日

公 告

注销公告
长沙市天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曾艳萍 1807316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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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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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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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建筑、厂房、金属、设备
电缆、电线、电机等 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千王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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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人热被养生水暖毯
诚招各市县代理。 15111144969

领先一步，步步为赢，12 年专注，成
就专业。 限量版最新宽范围全隐形
扑克麻将单人分析仪，以旧换新超
值换享，长沙东塘平和堂北栋 801

13873100885轻松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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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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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牌具
最新引进高清隐形透视眼镜，可看
透扑克、麻将、字牌、程序麻将一体
机上门安装。 宽范围扑克分析仪
斗牛、金花、跑得快的神器，无影变
牌器、筒子、色子等实战产品 。

13908478993长沙河西金星大
道步步高广场旁

租售多款分析仪， 最新白光黑牌
九，扑克、筒子一体麻将机，免费安
装万能麻将机程序，批各种牌具，游
戏机上分器，地下金属探测器仪。

精品牌具

１５８０２６４５７７２火车站出站口万怡
酒店一楼 １０１ 室

株洲信用卡服务
15173360025、1517336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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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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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专业股票配资 5 倍放大，安全快捷，
无需抵押 83526686,13348681853

长沙恒光投资

银行贷款 15802595702
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当日下款

美国高科技专利 MRET 系列家用
低频制水仪，饮水 30 分钟降低血粘
稠 ，长期饮用远离心血管疾病 。

征省内市（县）总代理0731-88940488
13873163308

五年内或许是暴利！！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五一广场）（平和堂 908室）
84721768、18173128078

小额速借捷
胜

咨
询 信誉快借咨

询

85045959、18874783399

凭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
五一大道新世界百货 1909室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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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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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本三万、现代二万、面的六千。 15073190325
急 转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13723869367

诚信代办信用卡前期无费用 ，下卡快
18616227899李经理

驾考咨询13087318901

东塘卡友 15580989098

休闲会所招租
市政府附近，交通便利，近 5000
平米，豪华装修，手续齐全。
联系电话：13170478908杨先生网络 POS机

费率低至 0.25，5 分钟到账，即时
开通，诚招代理商。 18229804252

代办信用卡（大额）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13875903177

现金上门收车,汽车快速低息抵押

长沙捷诚二手车网
0731-86932777

13107410388

二 手 车 免 费 评 估
正规二手车中介寄卖
长沙晚报大道芙蓉公安分局旁

www.jcescw.com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甘兴旺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681199212253213，声明作废。
谭关云坐落于岳麓区狮子岭 1-4
A号住宅，602的房屋产权证遗失，
权证号码 709172167，声明作废。

赵聚才遗失湖大硕士三方协议
编号 S11011134,声明作废。

长沙蓝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服务业手写发票，代
码 243011230708，起止号码
60047426-600474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金珀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原
公章丢失现启用新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学睿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360782198406047038声明作废。

张鹏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130632198809070038声明作废。

张华斌遗失湖南安全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证，编号：140251201106000500，
声明作废。

肖茂红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99843110430124740508732，声明作废。

夏如金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4212251550声明作废。

步雯婕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810011569声明作废。

鲁华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812061519声明作废。

长沙县开慧乡宏宇商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个体)副本遗失,
证号:4301211000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灵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在长沙银行营业部所开账户
预留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上工食品有限公司遗失普
通发票 13份,发票代码:143001
210128,发票号码 36420053-56,
36420058-63,36420065,36420
067-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冯 （身份证 43010419800602
0510）遗失户口本，声明作废

———名老中医曾泽勋前列腺门
诊承其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根治
各种前列腺，结石等疾病。

中医速治前列腺疾病

地址：宁乡县人民南路盐业公司旁
电话： 曾医生13755188787

近日，“平安人寿客户服务体
验开放日”在长沙拉开帷幕。平安
人寿董事长丁当、总经理助理李文
明亲临开放日活动现场， 并围绕
“打造更佳的客户体验” 与前来参
观的嘉宾进行深入交流。 丁当表
示， 未来平安人寿将继续积极探
索，践行“简单便捷、友善安心”的
服务理念，为消费者带去更好的金
融消费体验。

李文明介绍，针对客户诉求，平
安人寿已经连续四年升级服务标
准。今年年初，平安人寿正式宣布推
出三大服务升级举措： 一是服务多
渠道，客户只要有电脑、手机、电话
等， 无需到公司柜面就可以办理业
务；二是理赔提速，对于资料齐全的
标准案件，两天内承诺赔付；三是上
门理赔服务， 客户通过电话等形式
预约， 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专员上门
理赔服务。

谈及未来的客户体验提升计
划，丁当指出，将在现有服务产品的
基础上，持续进行服务升级，优化基
础、加值、尊享各类服务；同时，推动
服务渠道的升级，从“提供符合客户
习惯的服务方式”的原则出发，应用
创新科技，传达“让每个家庭拥有
平安”的独特价值主张。

据悉，平安人寿今年已陆续开
展“寻找首席体验官”、各机构召开
客户座谈会、“寻找您身边的客户
体验建议”等活动，充分倾听客户
的声音，并已将这些建议和意见运
用于客户体验提升计划中。

■通讯员 陈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平安人寿：
科技金融让生活更简单

解读民营湘企“致富诀”：执着与坚守

这个世界每
天都在上演“穷光
蛋变富豪” 的故
事。然而，由一穷
二白晋升“中国首
富”的版本却几乎
没有，直到从涟源
起家的梁稳根的
出现。涟源商会会
长肖正滔说，执着
是涟商行遍天下
的特质之一，“抓
住机会坚持不懈
就会成功。”

无独有偶，益
阳艾华集团董事
长艾立华自1985
年从国营企业辞
职下海后，28年
以来一直做着同
一件事，他说这是
艾华集团从3700
元起家，做到现在
资产过亿的法宝。

因为专注而成功

居中生态池、 两旁桂花树，
观赏桔高挂、玫瑰园飘香……若
非办公楼墙上镶嵌着鲜明而醒
目的“艾华集团”几个大字，“湖
南民营力量”采访一行，还以为
误入了一座花园。这是湖南艾华
集团董事长艾立华的杰作，他说
摆弄花草是兴趣所在，“喜欢就
研究了一下，然后也动手修修花
草剪剪枝叶。”

因兴趣而钻研，然后付诸实
践直至有所成就，这更像是他28
年来创业兴业的轨迹。作为“湖
南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和
“益阳市最幸福的一个老板”，三
年前艾立华说：“我20多年坚持
做一件事， 那就是要做中国第
一、世界最大的电容器厂”。三年
后，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从3700
元起家到资产过亿，从小作坊到
大集团，艾立华说他没有别的绝
招，只因为“执着于事”。

这是一个因为专注而成功的
故事。而在湖南九龙集团董事长、
涟源商会会长肖正滔看来， 行遍
天下的涟商当中有一批这样的人
和事。“比如中国首富梁稳根，中
国首善彭立珊， 中国搪瓷第一人
肖自江等， 无一不是因为在自己
领域坚守多年，最终收获成果。”

抓住机会而奋进

艾立华是多年只在一个领
域钻研， 而肖正滔从1991年创
办校服厂开始，涉足过开发商业
城、国内外贸易甚至酒业，如今
他所执掌的九龙集团，产业涵盖
了现代农业、内外贸易、商业地
产、物业物流、酒店旅游、商业连
锁和金融服务七大板块。他对于
“执着坚守”的理解，是“在不同
时期开拓不同的疆土，认定一个
机会就坚持不懈直至成功。”

从艾华集团在四川德阳、
雅安、 江苏南通等地设立子公

司来看， 艾立华显然亦深谙此
道。“把公司设在这些地方，除
了考虑电价、人工成本以外，更
多的是想将产品服务做到客户
的家门口， 既接受客户监督又
为其提供方便。”

如此灵感与作为，还得从艾
立华在四川绵阳投资创办资江
电子元件有限公司说起。 从1985
年至1996年， 益阳资江电子元件
厂与四川长虹集团长期合作，但
长虹集团决意在其9家供应商中
精减5家，当时规模还小的资江电
子元件可谓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
时刻。艾立华想到了就近办厂，把
产品服务做到客户家门口， 而后
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公司下辖7个
子公司，在美国、香港、韩国等地设
有销售公司和代理商， 产品已占
有全球市场份额的3.5%。

对此，这个被称为“益阳市最
幸福的老板”说：“我只是喜欢这
一行而已， 想到过的事情不去
做、不坚持做好，会后悔一辈子。”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黄利飞

益阳艾华富贤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铝电容器。 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