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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寻求
各类项目投资或合作， 解决
您的资金难题。（高薪诚聘各
地 代 理 ）025 -66924731、
13357802817、18651862575
南京市南瑞路 79号

建信兴业资本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代办信用卡前期无费用
1314649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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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8000098

正大恒兴投资

★大额资金寻项目诚信合作、各
型企业、 商户实体★项目借款直
投矿业、交通、林业、农业、酒店、
地产业(在建、扩建、新建工程)各
类项目投资。 24 小时在线电话
028-84444405 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东大街 100号 A座 19层

四川汇雁全国直投
项目借款

诚信快捷 聘商务代表

额度高，下卡快。
详情：18674863325专业代办信用卡

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5673140142无抵押低息贷款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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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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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询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办理 5-50万信用卡13677338159
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扑克麻将必赢
低价销售扑克分析仪，程序麻
将系列产品及传授手法，万家
丽路浏阳河畔 13327311888

代办信用卡10-50W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875816766

自有大额资金全国直投、可
合作项目低息快捷、无抵押、
非诚勿扰（诚征代理）倡珉

大额直投●贷款

18623080456

咨
询

重庆市渝中区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寻
有实力单位个人合作，中山
市古镇东岸北路 333号。

工厂直发

www.zsgs28.com
0760-22310060

速办各大中小企业贷款，50-
5000万低息贷款， 个人周转，
小额当天放款， 无抵押担保，
外地可。 18551812466高经理

财团直投

1、十五年专注于冻品经营。
2、提供 2200余种冷冻产品，一手价格进货，全程冷链物流。
3、产品系列：国内外水产/肉禽/调理/面点/蔬果等。
4、项目适合有餐饮资源的各类经销商、物流配送商、厨师及
其他有志于创业的人士。

全国最大的冻品商行加盟品牌

招商热线：400-186-0688
陈尧东：15972022590
招商 QQ：67780875

“鲜之隆”火热招商中

“鲜之隆”品牌属武汉良之隆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关注鲜之隆了解更多详情

代办大额信用卡额度高，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附件：企业名称及债权详情清单

债 务 人

湖南省益阳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湖南省益阳寓民实业公司
益阳市银城贸易公司

截止 2006年 8月 31日
本金
（元）

利息
（元）

合计
（元）

400，000.00
500，000.00

680，000.00

872，637.85
1，267，047.45

1，377，133.92

1，272，637.85
1，767，047.45

2，057，133.92

������湖南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总公司（现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省国有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将其依法持有的湖南省益阳寓民实业公司、益阳市银城
贸易公司等 3 户企业及个人（以下简称债务人）的贷款主债权及相应的从
权利已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依法转让给了自然人吴淑芳（身份证号码
430202XXXXXXXX1026），并已办结资产交割手续。 请相关债务人、担保
人依法向新债权人吴淑芳履行相应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及关联责任人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偿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0731-89761837
涂先生 联系电话：13327272898

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吴淑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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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
沙漠漠的地与天， 赤膊的树枝，硬
搅着北风先……” 提及12月的北
京， 不禁忆起徐志摩的诗———《北
方的冬天是冬天》。确实，北方的冬
天寒风凛冽，万木萧条，给人一种
苍凉凋敝的感觉，再加上时不时来
袭的雾霾， 更加深了这种萧瑟感，
但越是如此，就越怀念温暖的阳光
和鲜甜的空气。

恰巧妻子与我都结束了手头
的工作项目，我们决定在靠谱“老
友”新轩逸的陪伴下，前往谦谦温
润的杭州休假一周，感受不同于北
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南国
之冬”，放松心情，迎接年末更加忙
碌的各项工作。

冬日暖阳沁人心脾
爱人相伴温馨永恒

结婚以来，由于工作忙碌、时
间所限， 我和妻子很久没有二人
世界的单独旅行了， 这次正好弥
补遗憾。与以往的跟团旅行相比，
相同的是， 我们都对旅游行程充
满期盼和信心，不同的是，这次我
们把“家”稳稳地带在了身边———
相濡多年的爱人和“移动之家”新
轩逸。旅行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
而是跟谁在一起。有爱妻相伴，再
加上新轩逸的保驾护航， 让我还
未出发就对此行充满了十足的幸
福感。

清晨7点，我们就已经准备好
一切，随着引擎的一声低吼，正式
踏上我们的冬日旅程。开出小区，
我轻踩油门开始直线加速， 新轩
逸表现平稳顺畅， 没有任何顿挫
感。 行驶至建国门内大街到外大
街路段时， 不期而遇的拥堵让我
略感烦躁， 好在新轩逸表现得游
刃有余，面对频繁起步、加速、刹
车的情况，加速时力量随传随到，
刹车时反映敏捷， 让我们很顺利
的度过拥堵路段。

经过国贸桥后， 拥堵情况大
有好转， 我沿着三环向南继续行
驶。 此时新轩逸CVT无级变速器
带来的顺畅驾驶感愈加明显，档
位变换顺畅平稳。 由分钟寺桥进
入G2京沪高速之后， 新轩逸搭载
的日产最新研发的新一代发动机

和CVT变速器的组合表现得更加
得心应手，让我们御风而行。

由于出发时间较早， 加之今
天一天近千公里的行程， 一上高
速我就让妻子在后排平躺进入补
眠状态， 三维超静音技术带来的
静谧空间， 不仅很快让妻子惬意
的进入梦乡， 也为我营造出专注
的驾驶环境。 而新轩逸的后排出
风口，使车内温度更均衡，让我不
必担心妻子在后排睡觉着凉。

近400公里的高速路段之后，
我们到达禹城服务区。 一路熟睡
的妻子醒来后对新轩逸的空间表
现和舒适性赞不绝口：“当时买车
的时候就是看中了新轩逸的舒适
性，这睡了一觉感觉更加明显，舒
适的乘坐感受更是一点不让人觉
得辛苦。”

经过服务区的休息调整之
后，我们继续踏上路程。从山东一
路行驶至江苏境内， 南方和北方
差异愈加明显， 我们渐渐远离北
方的“大气磅礴”，而南方“小家碧
玉” 式的精致、 温润气息越来越
浓， 慢慢陶冶出一份清静安宁的
心绪，让我们不仅满眼山清水秀，
还满心清澈宁静， 而这便是我和
爱人最为期盼的温馨假期。

江南风情别样体验
不一样的发现之旅

经过扬州的一夜停留， 我们
在第二天中午时分终于抵达目的
地———杭州。俗语云“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秀丽的杭州确实不负
盛名，眼睛所到之处皆能成景。尤
其驾驶着新轩逸在西湖边穿梭，
犹如行走在一副画卷里， 美不胜
收， 妻子和我更是犹如初恋的情
人一样， 每每看到美景就停车相
依在一起， 静静享受属于我们的
温馨假期。

接下来的三天， 妻子与我畅
游紧邻杭州市区的西湖风景名胜
区以及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一
湖碧水与三面云山相互辉映，天
光云影，长堤卧波，烟柳画桥，舫
船往来； 沿湖绿阴环绕， 花团锦
簇，亭台楼阁，美不胜收；群山之
间，林泉茂盛，洞窟幽深，古迹遍
布，冬日景致别具一格，历代文人

赋咏不绝……妻子与我完全沉浸
在“人间天堂”的不胜美景之中。

短暂的停留让我们彻底被杭
州的冬日气质征服， 这里不愧被
称为人间天堂，温和的性格、秀丽
的风景，宜居、宜行，更宜静思，妻
子与我在这里不仅欣赏了江南别
样的冬日美景， 更放空思想享受
了一次真正只属于我们俩的美好
假日。 而新轩逸往返2600公里以
及在杭州四天停留下来百公里平
均6.5L的油耗， 更是为我们节省
了不少开支， 着实给了我们意外
的惊喜。

后记： 随着城市生活压力的
日益增大， 每个人都愈发喘不过
气，旅行成为释放压力、寻回本我
的最好方式。 这次杭州之旅让我
和妻子找回了久违的轻松状态和
愉悦心情，尤其在“移动之家”新
轩逸的无微不至的细心陪伴下，
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感受到别样的
温情！

有爱相伴，温暖一冬
———新轩逸杭州自驾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