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银
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
农业银行等8家银行代表
举行签约仪式，并获得169
亿元银团组团贷款， 以支
持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
程建设。 这也标志着长沙
历史上最大银团贷款组团

成功。
长沙地铁3号线一期工

程于去年底动工， 总投资
260.42亿元，其中贷款169亿
元。未来几年，长沙地铁将陆
续开建4、5、6号线，迎来地铁
建设黄金期。

近年来， 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不断加大对我省交通

运输行业的支持力度。 继长
沙轨道交通2号线后， 该行
再次获得轨道工程银团贷款
牵头行资格。 该行相关人士
表示， 交行将一如既往支持
轨道交通后续项目建设，保
障建设资金到位， 实现银企
双赢。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蔡平

银行组团支持长沙地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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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武遗失坐落于岳麓区汀湘
十里 8岛高层 3栋 1202房屋产
权证，权证号：长房权证岳麓
字第 714187900 号，声明作废。

吕军不慎遗失位于岳麓区未来
城 4 栋 110、202 室维修资金
缴款凭证第三联，凭证号为：
00466788、00466790，声明作废！

本人征婚女 33 岁丧偶独居端庄贤
惠气质佳，经商经济优，诚寻顾家踏
实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贫富不限，
有 孩 视 亲 生 15999667544 亲 谈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
托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表面活性剂固废回收利
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现根据国家有关环保
法规及规定， 向公众进行信息
公告， 具体可见（http://bbs.rednet.
cn/thread-43699442-1-1.html）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表面活性剂固废回收
利用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湖南金华达建材有限公司委托
河南蓝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年产 2.5 万吨混凝土外加
剂系列产品建设项目” 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 现根据国家有关
环保法规及规定，向公众进行信息
公告， 具体可见（http://bbs.rednet.
cn/thread-43703689-1-1.html）

湖南金华达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金华达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2.5万吨混凝土外加剂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长沙市雨花区国丰电器经营部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章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郑重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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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 交友

诚实求缘男 51岁丧偶性格好现
做生意寻顾家女生为伴可带老
人小孩 13268753588本人亲谈。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因新项目拓展需要，招聘广告
项目运营总监一名，高级策划
文案 2 名，广告客服代表 5名。
要求：市场开拓意识强，具相
关从业经验，有自带项目者优
先。 公司承诺给予一定的自由
发展空间，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84464801
QQ：602058576

诚聘广告精英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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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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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爱思特医疗美容集团、长沙
爱思特医疗美容医院承办的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首届
隆胸与黄褐斑治疗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

据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丁芷林教授介绍，会议
采用 Miami�2014年ISPRES�会议最新的
模式：讲课+视频，手术示教+提问+讲解，
再讲课+答疑， 讲课和学习的内容都是关
于“乳房整形、中西医结合黄褐斑治疗”国
际最新技术和专家日常工作积累的精华，
为有志于在整形美容行业深耕的学者提
供一个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争鸣的
园地，还有国内外的行业顶尖专家报名观
摩与交流。

在整形美容十分普遍的今天， 新技术
的不断开发与引进对中国女性来说是一大
福音。 乳房美是人体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女性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乳房
整形美容学一直是整形美容学的重要分支
和重点研究方向。

针对整形美容业界黄褐斑治疗的现
状与遇到的问题，大会将从中医、西医、中
西医结合以及现代医学方面围绕黄褐斑
的基础研究、临床治疗方法及进展、临床
上常见问题等方面，就黄褐斑领域最新研
究进展和热点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和交
流。 ■记者 祝晓东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自入湘以来，积极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型微型企业
健康发展的金融政策，加大对小微企业的
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水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在架构上，该行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
小企业部，设立了专门服务小微企业的专
门团队和人员，针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特点
进行产品方案设计、市场营销、客户服务
和风险管理， 形成一批“小而优”、“小而
强”的小微企业客户群。

在产品上，推出了小额快捷通、快捷
贷、中小企业按揭贷款、商业分期贷款、携
手展业、携手成长等产品。在服务效率上，
推出限时服务、绿色通道等方式不断提升
审批效率， 帮助客户很快解决疑难问题。
该行一名客户经理从政府采购网上看到
某企业有中标通知，第一时间给客户打电
话，了解到其有融资需求，立即安排上门
拜访，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完成从授信调
查、报告撰写、上报审批、授信批复、放款
等全部流程。 ■通讯员 熊芳 记者 梁兴

12月1日，中国银行与
国家开发银行联合面向个
人及非金融机构客户发行
首期中行柜台国开行债券
（以下简称“国开债”），为
投资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投资目标。

国开债被称作“准主
权”债券，秉承“丰富境内
居民投资选择、 推广普惠

金融”的理念；与相同期限的
国债相比，收益率较高，对无
法进入银行间市场的投资人
具有较大吸引力。

12月2日-3日，个人投
资者可以通过中行各营业
网点柜台、电子银行进行中
行柜台国开债一级申购；
12月 8日即可在交易时间
内随时进行买卖。非金融机

构客户除了通过柜台方式申
购、交易外，也可以联系中
行客户经理进行大额交易
洽谈。

未来， 中行还将陆续推
出农业发展银行债券、 进出
口银行债券等政策性金融债
和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代表
的政府支持债券等。

■记者 梁兴

首期中行柜台国开行债券发行

长沙召开隆胸与黄褐斑
治疗高峰论坛

简讯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寻医问药 神了！ 皮肤瘙痒迅速见效
������近日，笔者采访了亲身体验过被誉为“止
痒速度快”断痒绝技的患者。

笔者听到正在体验皮炎、湿疹、荨麻疹、疥
癣等皮肤患者发出阵阵赞叹：“刚才痒的闹
心，一抹就不痒啦！ ”“脚气痒得直跺脚，抹上
后真舒坦！”“神啦，抹上就不痒!”“凉嗖嗖的立
马不痒了，抹上没多久，眼看着水泡变蔫吧，
脓水也没了。 ”

抹上断痒脱毒膏， 体验者不仅马上不痒了，而
且还像拔罐子一样，体内毒素被连根拔除。 痒

了就要拔毒，皮下没有问题就不会再痒！
一个 70多岁的老大爷， 撩起衣裳亮出肚皮，

揉着肚皮说道，“你们摸摸嘛， 我以前这疙疙瘩瘩
的肚皮，现在摸起来平滑了，这药膏太好使了。”一
个中年人抢着说“是啊，我十几年的皮癣、脚气再
没痒过，脚趾裂开的口子都合上了，脱皮硬皮全没
了，再不遭罪了。 ”

目前，断痒脱毒膏已在全国上市,凡皮肤奇痒，
久治不愈者均可详询 400-999-2832

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 奇痒难耐，抓破皮、挠出血、甚至热水烫、用针扎、刀背刮......打针、
吃药、抹激素、用偏方，各种方法用尽，瘙痒就是止不住。 痒得揪心刺骨、彻夜难眠.....

����老中医张启山，出身名医世家，精研中医
近六十年，专攻各种皮肤类疑难杂症，张家祖
传治皮痒绝活，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心
痒、皮炎灼热痒，湿疹糜烂痒、风疙瘩窜着痒、
疱疹刺痛痒，糖尿病全身痒，还是脱皮干痒、阴
囊湿痒、肛周瘙痒、内外阴痒......抹上断痒
脱毒膏均是膏到痒除。

据张老中医介绍： 皮肤瘙痒是风邪、湿
邪、燥邪、火邪及菌虫等邪毒侵入体内所致。
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 如果把痒比
为草，那么毒就是草的根，割草不除根，就会
春风吹又生。 也就是说，治瘙痒不反复，必须
清除体内邪毒。

断痒脱毒膏秘方，绝在“循经脱毒，脱
毒断痒”， 膏中的药用成分就像靶向追踪
器， 循着人体经络把分散潜藏于体内深层
的风寒暑湿燥火虫七类毒素由内向外脱
出， 各种顽固瘙痒也随着毒素的逐渐脱出
得以祛除。

断痒脱毒膏(鲁卫清用宣字（2013）第 067 号)循
经脱毒 ，活血化瘀 ，清热利表，除湿灭菌 ，
不仅一抹就断痒，还会感觉从皮肤里冒出
丝丝凉气（祛风邪），或渗出珠状液体（祛
湿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或出
现异味粘稠状物（杀菌虫），这就是老中医

“脱毒”绝活。断痒脱毒，让瘙痒痛苦解脱，
而多年的手足癣 、体癣 、头癣 、湿疹丘疹 、
荨麻疹、疥疮、等皮肤病也因此痊愈。 脚气
掉皮、皮癣脱皮、血淋淋的破皮、色素沉着

及粗糙肥厚的皮肤能恢复光鲜亮泽。
据老患者反馈： 这药膏抹上就不痒，止

痒真给力！ 脚气糜烂、一片片的湿疹、皮炎、
红斑、小疙瘩都好了！ 用这种药膏，眼瞅着脱
出毒来，多年奇痒再没犯！ 因为断痒脱毒膏
配方奇特，能脱出毒素，且无激素无副作用，
老人孩子都能用。 老中医秉承祖训，无论是
何病因、病程长短，均可达到独特效果，并立
下了“断痒脱毒，无效退货退款”的规矩。 为
回馈新老患者， 厂家特大优惠： 买 3 盒赠 2
盒，买 5 盒赠 5 盒。 （张晓莉 / 文）

老中医揭秘“断痒绝活”

全国免费
专家热线400-999-2832
本药膏不在网上销售

（陈琳/ 文）

厂家地址：山东济南市高新区西小龙堂经济园 8号。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11月29日， 湖南省第三
届金融联谊会暨发展论坛在
长沙举行。目前，湖南各类民
间借贷机构如雨后春笋，据
盛大金禧金融集团董事长盘
继彪介绍， 省内打着投资担
保招牌的公司就有1400多
家， 而真正取得政府金融办
许可的只有约300家，转型和
洗牌势在必行。 盘继彪期待
能有一个科学的行业标准，
在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去传
递业界正能量。
■通讯员 李正龙 记者 蔡平

作为G20中最大的新兴
经济体，中国对G20峰会的影
响力正稳步提升。今年，在中
国的推动和促进下，基建成为
G20峰会核心议题，这也成为
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基建领域
实力增强的最好体现。在此背
景下，一批“嗅觉灵敏”的公募
基金， 早已从中觅得获利机
会。如今年以来稳稳抓住铁路
基建及海外基建机会的嘉实
周期优选， 为投资者带来近
30%的收益回报。

据WIND统计，嘉实周期
优选今年以来表现突出，截
至 11月 18日 ， 收益 率 为
27.39%，远超同期沪深300指
数9.07%的涨幅，而同期普通
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也仅
为12.25%。 对于今年的业绩
表现，基金经理郭东谋坦言：
“今年的业绩来源主要包括
在很低的位置买了基建类股
票，且配置了足够的仓位。”

■记者 黄文成

基金资讯

湖南民间金融
呼吁行业标准

互联网金融法制
高峰论坛举行

11月29日，首届国际（长
沙） 互联网金融法制高峰论
坛在长沙举行。 数十所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200余名专家
学者， 就当前国内外热点金
融法制以及经济贸易与法学
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通讯员 尹歌 记者 蔡平

嘉实周期
优选迎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