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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 在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
下，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中国银行全球现金管理
平台搭建的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 成功从境外子公司
向境内总部跨境调拨人民币
4.01亿元。首笔业务的开办，
标志着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
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在
湖南省内正式落地，湖南省
内跨国企业集团资金管理
全面进入全球化运作阶段，
是继9月份跨境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业务在湖南落地以来

的又一重大突破。
人民银行11月1日颁布

《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
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
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
正式启动跨境人民币资金集
中运营业务， 助推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 打通了跨国企业
集团境内外人民币资金通
道， 允许跨国企业集团根据
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 在境
内外非金融成员企业之间开
展跨境人民币资金余缺调剂
和归集业务。同时，跨国企业
集团还可为境内外成员企业

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及轧
差净额结算业务。

对于跨国企业集团而
言， 新的跨境人民币集中运
营业务模式有四大利好。一
是实现境内外人民币资金
的有效汇集和灵活配置，减
少外部融资成本，提升盈余
资金收益水平；二是突破了
人民币外债无论长短需永
久占用投注差的限制，更加
便利利用境外资金； 三是作
为内资企业利用境外资源的
重要渠道， 可以在进出口融
资之外寻找突破口； 四是简

化人民币跨境收付办理手
续，提高资金收付效率，有效
地降低财务成本。

为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促
进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支持人
民币跨境流通和使用，推动跨
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中国
银行将进一步发挥积淀百年
的国际化、多元化优势，在贸
易金融、 跨境人民币现金管
理、全球供应链金融、跨境投
融通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的
全球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为
湘企“走出去”保驾护航。

■通讯员 陈霄 记者 梁兴

转型升级是目前中国每
个小企业主都面临的问题。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久前公
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
前三季度， 中小企业发展指
数处于景气临界线以下。而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致力于专
业化小微金融服务， 积极实
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战
略， 将支持和扶持区域中小
企业作为经营重要战略之
一。 近年来大力推广年审制
贷款、网络贷、批量贷、乐业贷
等特色产品， 为小微企业解
决现实问题。 以年审制贷款
为例， 贷款三年内逐年年审、
通过年审则贷款无需归还而
自动延续， 改变了以往贷款
每年先归还后续贷的模式，
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转贷
难、续贷难、转贷成本高的现

实问题，深受小微企业欢迎。
正是基于对小企业主的

扶助宗旨， 华夏银行主办的
华夏之星公益平台， 每年遴
选具有行业代表性和执着精
神的小企业主， 帮助他们更
新观念，提升水平，坚定信念。
一批中国小企业主中的60
后、70后和80后，通过华夏之
星菁英训练营中走出， 成功
实现了转型升级。

60后的万秋珍，1994年
进入灯具贸易行业， 当时灯
具市场门槛很低， 凭借勤奋，
一年灯具销售额达到6000多
万，帮她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
本积累。但万秋珍已经嗅到了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危机感。万
秋珍的转型之法是向产业上
游攀升以及整合产业链，培养
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从卖灯

具转而卖服务———出售整体
的照明解决方案。

可易得自动售货系统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耘则是
典型的艰苦奋斗的70后代
表， 创业后靠强大的营销和
渠道能力， 把代理的自助饮
料机带进汉庭、 宜必思等连
锁酒店。但汤耘也清楚，自动
售货机的市场在国内刚刚起
步，未来必将有巨大增长。于
是他开始重金投入研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自动
售货系统， 并开始运营一种
新的商业模式———把各种公
共服务和购买功能叠加在自
动售货机上。

80后创业者车欢欢的梦
想就是把最好的对虾送到千
家万户的餐桌上。 但他也承
认， 这个产业发展得有些低

端， 他希望基于自己供应链
管理的优势把产品进行延
伸。 如今他一边对接着最大
的养殖基地， 一边对接着中
高级餐饮市场。 专业的生鲜
储备及运送能力让水产的品
质得以严格监控，全程回溯。

截至2013年末， 我国中
小企业注册数量超过4200万
家， 占全国企业总数九成以
上， 创造了中国近60％的经
济总量。但不论行业如何、规
模大小， 对于千万中小企业
可以确定的答案是———唯有
通过创新与转变的驱动，突
破自身瓶颈， 才能在艰难中
存活、在顺遂中坚挺、在动荡
变化中实现永续经营， 这正
是上述企业主通过华夏之星
菁英训练营获得的答案。

■通讯员 李慧 记者 梁兴

凭POS机也能办贷款？近日，建行湖南
省分行成功为衡阳常宁某批发部办理了该
行首笔“POS贷”业务，贷款金额26万元。

建行小微企业“POS贷”是根据特约
商户银行卡收单交易情况（POS机交易流
水），向小微企业发放的用于短期生产经
营周转的可循环的人民币信用贷款，该
贷款无需抵押、按日计息、按月结息；额
度最高为200万元，循环额度有效期最长
为1年，在核定的有效期内，借款人可随借
随还、循环使用。该项业务的推出，对于缓
解小微企业信用融资难题，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记者 蔡平

11月29日， 湖南省高速公路系统第五
届职工篮球赛在长沙开赛，全系统有27个基
层单位、3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比赛。

据悉，本次篮球赛将历时7天，分小组
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决赛阶段16支队
伍进行交叉淘汰赛， 直至决出最后冠军，
按照日程，大赛将于12月5日闭幕。

■通讯员 鲁春 刘辉 记者 潘海涛

中行成功办理湖南首笔“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更新观念，提升水平，坚定信念

“华夏之星”帮扶传统小企业转型升级

近日，旅游百事通湖南公司与灰汤金
太阳温泉合作开展的“湖南人民千人进金
太阳”活动顺利落幕。

此次活动共收客近2000人，分40台车
3批进入景区。虽然活动当天冬雨连绵，但
是在主办方的热情接待和积极协调下，活
动井然有序，圆满落幕。主办方还为游客
配备了雨伞，贴心的服务受到游客诸多好
评。 ■通讯员 卢明 记者 潘海涛

百事通邀客2000人
“约泡金太阳温泉”

省高速公路系统
举办职工篮球赛

建行推出
小微企业“POS贷”

长沙市富琪汽车配件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雨花分局于 2014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
副本，注册号：43011100011
95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始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 2-1 副本。
注册号 430600000076205；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1998301。 账 号 ：800
10309000017463， 声 明 作 废

遗失公告

项目租赁长沙市雷锋大道 419 号
粟青萍的房屋进行本项目的建
设，包括 2 栋地下 1 层，地上 7
层的建筑及其它辅助设施，总
占地面积 660m2，总建筑面积
4510m2。 项目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方式治疗各种肿瘤，建成后
设置 200 个床位，门诊接待能
力约 400 人次/d，设有中医科，
肿瘤内科、康复医学科、医学
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建设单位：长沙宏康中西医肿
瘤医院 联系人：任总 电话：
13974836029 环评单位名称：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工 电话：0731-84880680转 8013
电子邮件：337235290@qq.com
公众可在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采取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来电或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
的方式与本项目建设单位或承担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
机构进行联系，并热诚欢迎广大
公众对本项目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和建议，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区
域环境的影响。

长沙宏康中西医肿瘤
医院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谭宇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3198804203518，声明作废。

龙山县文翠针纺经营有限公司
遗失龙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6
年 6月 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313020002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安产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支遗失以下单证保单及发票联，
声明作废。 保单正本 3份 PCC0
10001142000051347、45、48：
机打发票 3份 24301142010030
006126、24、27。

作废声明

长沙吉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986001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和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特种行业许可证正本，湘公
特旅字第 02028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季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220749798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海兰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2314110358声明作废。

梅露露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2313110249声明作废

赵文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1313110248声明作废。

魏全名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1313110280声明作废。

邓汉文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2313110281声明作废。

秦毅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1314110359声明作废

李美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2313110265声明作废。

韦燕萍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原
件，编号 431314110333声明作废。

长沙 稳赢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遗失机构代码
证 IC 卡，代码：08135861-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改制清算组的委托，发布原湖
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邵运公司”）国有产权公开
竞价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转让范围
邵运公司始建于 1950 年 1 月，是国有独资企业，现隶属邵阳

市交通运输局管理。 公司经营范围：客货运输、公交、出租、房地产
开发、汽车及油料销售、门面出租等。 全司共有 29家二级单位，18
个机关职能处室；职工总人数 11244 人；营运车辆 2048 台；客运
站场 45 个，其中 6 个一级车站；公司在邵阳市区、武冈、隆回、绥
宁、邵东、新邵、城步、新宁、洞口、邵阳县均有房地产等资产分布。
根据湖南省远扬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湘远扬评字（2014） 第 090
号评估报告，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邵运公司经评
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总资产人民币 135311.49万元，总负债
人民币 65333.71 万元， 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9977.78 万元。 目
前，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国有产权公开竞价转让行为已形
成内部决议并经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

标的物转让范围为纳入评估报告范围的邵运公司整体国有
产权（即净资产，包括列入评估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但评估报告
中所列的只登不评及不登不评房地产资产均不在公开竞价转让
范围之内。 具体详见《评估报告》及《竞买文件》。

二、受让条件：
1. 报名时竞买人必须提供如下相关《承诺书》：①竞买人必须

承诺实行公司重组，在邵阳注册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 并严格按照邵阳市人民政府审定并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的《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产权改革职工安置办法》要求，搞
好职工安置工作， 保证 90%以上原有企业在岗职工继续上岗，确
保企业内部稳定。 ②竞买人必须承诺不得改变原企业经营性质，
不得改变站场的土地用途。

2、报名时需提供受让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明。
3、成交后，受让方必须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付清

总价款的 30%，一个月内付清总价款的 40%，其余款项必须在成
交之日起一年内付清，且必须提供合法担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
息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

三、重大事项揭示：
邵运公司管理层及员工拟参与受让邵运公司整体产权，由邵

运公司第十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发起人王宏波同志以自然
人身份作为受让人代表邵运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参加国有产权的
受让，拟受让比例为 100%。 受让目的为深化企业改革，对标的企
业进行重大重组，安置职工，确保改制顺利进行。

四、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整体公开竞价转让，交易保证金：人民
币 3500万元，竞价起始价：人民币 7亿元。

五、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 2 个以上的意向受让人则采取公
开竞价的方式确定受让人。 竞价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38，竞价地点为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六、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休）。 因该标
的物涉及 11244 人的企业改制及职工安置问题， 情况比较复杂，
故意向受让人请先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00
时以前先到清算组了解情况，仔细阅读研究职代会通过的《湖南
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及《湖南省邵阳运输
总公司产权改革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两方案”），然后
凭受让条件及两方案中规定的条件资料、保证金付款凭证及有效
的身份证、照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交易保
证金到达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的截止时间及报名截止时间均
为 2014年 12月 29日下午 5:00时整。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 号中国银行宝西支
行二楼。 联系电话：13507391625
13507391299 (清算组)
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 (交易中心)

原湖南省邵阳汽车运输总公司国有产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 12月 2日

湖南省方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 2013年 1月 4日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2-1）遗失，
注 册 号 430102000170519；
将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
号 43010205803916X；以上证
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快运湖南分公司湘 A12478；
长沙县妇幼保健所湘 A68308；
王琰湘 AK5636 各登记证书。 市
农业局湘 A02934；杨宇湘 AD3915
各车牌 1 副。 高速运输公司湘
A02973；柯顺华湘 A36402；杨彦
斌湘 A22172；天恒商贸湘 A05892
各行驶证。

公示作废

代静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2198505227148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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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凤香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38119700803232X声明作废。

郑钢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81198909213711声明作废。

卢文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52501198303012216声明作废。

徐志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119910619851X声明作废。

汤显靖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403198405200025声明作废。

袁志斌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2524199511214619声明作废。

谭剑遗失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古曲
路 188号中隆国际御玺小区车位
号是 1312号的车位契税收据一份，
号码：7154361;购买发票一份，
号码：20085709声明作废

李肖雪遗失身份证,证号 431023
198509186541,声明挂失

张铁凡 430122197508221118号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作废。

苏涛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号
430502199107055038，声明作废

湘 AEE192 赵 建 华 、 湘
AGJ358 陈建德、 湘 ADR445
廖正武、 湘 AL6L96 周文灿、
湘 AWB913 王 文 凯 、 湘
FE3782 崔伟林、 湘 A605U6
李聪梅、湘 KQ7375刘星：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告知，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逾期
未来领取， 则视为送达。（地
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12月 2日

公 告

公 告
湘 AGJ358的陈建德: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
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
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12月 2日

公 告
湘 AS4G66的陈军：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
扣押期限决定书》， 因信件未
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处罚决
定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12月 2日

公 告
湘 AEE192赵建华、
湘 AE4D88周立平: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
已作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
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处罚事前告
知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12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