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7日开业的通程电器金星北路店，将打造家用中央空
调、地暖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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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眼睛下方像被亲了一下， 接着便看见两
坨黄色的脂肪流了出来，原来鼓鼓的眼袋变得平整
光滑。”长沙市芙蓉区的刘女士惊喜不已。

光阴似箭，不少人在30岁以后眼下方就隆起了
两座“小丘”，也就是俗称的眼袋。眼袋标志着人的
衰老，看上去也没精神，极大地影响了美观。

据了解，长沙瑞澜整形医院引进“空气”祛眼袋
技术是在美式纳米祛眼袋技术的基础上的升级技
术，首次导入航空动力系统，通过空气分子之间发
生反作用，在0.001立方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形成3500
千克力压强， 从而一举扫除眼袋里包裹的脂肪，下
眼睑马上变得平坦、光滑，皮肤红润紧绷。

该院专家均表示，与传统方法不同，空气祛眼
袋技术不借助外物，只采用与人体最具亲和性的空
气为媒介，温和的动力系统操作，让人身心舒适。

笔者进入医院，与一位40岁刚做完眼袋的赵先
生做了交流。赵先生告诉笔者，他来自天心区一家
事业单位，妻子常说他眼睛挂着两个大水袋，很显
老，在外边和人打交道非常影响形象。赵先生还说
“早知道这么轻松我早就做了，以前是怕动刀。”

“瑞澜整形”是来自美国的整形品牌，拥有国际
化统一的运营模式， 而率先掌握的祛眼袋技术，是
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美式纳米技术， 手术时间短、
安全系数高，恢复极快，基本比其他医院常规手术
时间少一半以上。 目前已帮助数万人告别眼袋，倍
受赞誉和肯定。

“空气”祛眼袋，长沙某整形机构遭追捧

免费咨询：400—0418—188�
报名热线：0731—88277277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
应当向公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
申报债权。 长沙仁和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成英
电话：0731-82778888

解散清算公告

经长沙市佳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德政园明
心苑鸿庭、梦庭、缘庭门面 101 号
联系人：刘兴旺 电话：13808439761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肖媚家具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
局 2014年 4月 9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046
003579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多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代码为 143010520235 的
商业行业货物销售裁剪发票千
元版，发票号为 03429026 至
03429050共计 25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汉元，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
府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对你
做出了辞退处理的决定，限你
在登报之日起，15 日内到单位
处理有关事宜，逾期不归，视同送达。
湘潭市雨湖区云塘街道办事处

通 知

长沙同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 IC卡，代码
0813782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火炬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
堆街道，东起嘉雨路，西至王
家湾路，南临晚报大道，北达
长善路。 项目拆旧部分征用土
地 771.906 亩，新建安置房总
建筑面积 293562m2，以住宅为
主 ，配套幼儿园、商业等 。 项
目计划 2015 年 6 月开工，2018
年 5 月竣工，总工期 36 个月。
该项目环评由中机国际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正在芙蓉区政府网站上公示
（ www.furong.gov.cn）。 本
公示自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公众对本工程建设及环评工
作的意见及看法，可联系建设单
位的 周 先 生（18874175288）和
评价单位的吴工（13508477433）。

环评公示
滕州亿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 3份已填开的机动车销售
统一 发票(发票联、报税联、
注册登记联)一式三联，发票代
码： 143001120660，发票号码：
00881103(车架号码： LZGCL2T4
8CX039518)，发票代码：14300
1220660，发票号码： 00082389
(车架号码：LZGCL2T49CX023733)、
00082392 (LZGCL2T44CX01
70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爱森雅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2年 7 月 18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2-2）遗失，注册号：
4301020001516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张伟遗失教师资格证，编号 200
24300240000107，声明作废。

周光耀，431222198006104617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经湖南晶品新材料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会议决议，决定注销本
公司，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
登记，特此公告。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兴
联社区六塘冲组 352号。
联系人：谭文艺，电话 13873196382

注销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28 时在株
洲市天元区黄河南路 150 号
天台金谷 6 楼会议室对一批
旧机动车进行公开拍卖（详
细资料见拍卖文件）。 有意竞
买者请于拍卖日前持有效身
份证明和相应保证金来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告之日
起为展示期， 展示地点在兴
业公司停车场。 公司地址：天
元区神农城银座 602号。
联系电话：15211182641（蔡）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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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到年底，湖湘商
业资本的线上阵容却在不
间断持续扩容。12月22日，
记者了解到，由湖南百货零
售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湖
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打造的B2B2C
湖湘特产购物网站“湘品
汇” 已正式进入招商阶段，
首批预计将有300至500家
湖南本土企业免费入驻。

友阿湘品汇将以我省
特色产品为主打，借助友谊
阿波罗的品牌价值，及其线
上线下稳定的客户资源和
多渠道推广资源，与该公司
旗下特品汇、精品汇、生活
汇相辅组合成“网上大型购
物中心”模式，并以多类别、
多单品、多业态模式串联成
“云商”概念。

首批入驻的商家将通
过友阿特品汇平台获得高
流量的品牌展示，直接共享
友阿的客户资源体系，还可

以通过平台建立品牌自主
的分销体系，也将得到平台
全方位的技术和服务支持，
将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运作
从传统企业转战电商行业。
据介绍，目前该平台主要以
湖南本土农副产品、地方特
产、休闲食品、日化用品、文

化工艺品等知名品牌为优
先考虑对象。“湘品汇将提
升湖南地域农特产品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推进我省农
特产品、地标产品的网上推
广和销售，为湖湘文化传承
与发展提供助力。” 友阿相
关负责人称。 ■记者 朱蓉

双色球二等奖的派奖，已经从12月11
日晚开奖的第2014144期启动， 至双色球
第2015011期开奖结束，连续派奖20期。

根据派奖规则， 本次二等奖派奖期间，
每期从双色球调节基金中支出500万元用于
二等奖派奖，但不是所有二等奖按注均分，而
是由当期中得“幸运蓝色球号码”的二等奖按
注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封顶500万元。

所谓“幸运蓝色球号码”，即指每期双
色球在摇出蓝色球基本中奖号码后， 用同
一摇奖机从剩余的15个蓝色球号码中再摇
出的1个幸运蓝色球号码，作为当期二等奖
派奖的专用号码。

如果中得二等奖的彩票投注的蓝色球
号码与幸运蓝色球专用号码相符， 即赢得
二等奖派奖奖金。 ■湘彩

周敏是交通银行长沙定王台支行的
柜员，每天上班为客户办理业务前，她都
要为柜台点钞机荧灯除灰。对办公用具如
此用心，悉心呵护，对客户，周敏更加专业
细致，她洋溢着的青春向上的力量感染着
身边的同事和客户。在今年的交行服务明
星评选中，她脱颖而出成为了服务明星。

柜员的工作并不只是等待着客户叫
号，许多工作需要主动发现，以此赢得客户
信赖。有次，一对盲人夫妇来交行定王台支
行办业务，周敏见夫妇两人走得吃力，赶忙
迎了出去，将这对盲人夫妇接到客户室，并
帮忙填单并复印证件，帮助他们顺利办理
了业务。几天后，这对盲人夫妇又来了，给
周敏送上了一副“热情服务，助残为乐”的
锦旗。

做客户的知心人， 了解他们的需求为
其解决，周敏这种换位思考，赢得了许多
客户的信任和赞赏。

有一次，午间网点排队的客户有些多，
由于换班，那天中午只开了两个业务窗口。
周敏当时正在暂停窗口清点库存，大堂里
突然喧哗了起来。一位男客户等不了排队，
嚷着要大堂经理先给他办。大堂经理有些
左右为难，周敏见状，马上停止了点钞，撤
下柜台上“暂停服务”的牌子，按响提示铃，
示意“此柜台可办理业务”。得知该客户是
因为急等着取钱去医院，周敏手脚利索地
为他办理业务，并拜托大堂经理去向其他
客户稍作解释。

“对自己而言这不过是桩小事，对客户
也许就是件大事，能放下自己的小事，解决
他人的大事，自然能够乐在其中，成了客户
的知心人。”周敏说。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蔡平

交行定王台支行周敏
做客户的知心人

元旦之前，长沙，又一
颗商业新星将升起。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田刚
表示，12月27日，通程电器新
店开业，在望城区金星大道与
普瑞大道交接位置，也是地铁
四号线的起始站。

从红星、星沙，到月湖，
皆是未经长沙商业浸染的
“中心”外商圈，通程电器以
开拓者身份进入，均取得较
好的成果。此次进入望城新
区，通程电器选址的果敢再
次令人侧目。

剑走偏锋，掘金“大长沙”

“如今市中心门店多，
竞争白热化，加上‘大长沙’
概念之下，人流、商流往周
边商圈扩延趋势， 那么，抓
住城市外延的商机就是通
程电器的要事。”田刚说。

27日即将开业的通程
电器金星北路店，位于新城
镇建设的桥头堡———望城
区滨水新城星城镇。围绕门
店3公里内，已建、在建的楼
盘及商业综合体数量达到
了16个，并有大量的原有居
民楼房存在。同时，这片“热
土”尚无商业进驻。

在此情况下，通程电器
抢先布局，田刚表示：“商品
结构、定位都要符合区域消
费需求。不仅要满足该区域

中高端消费、全套产品购买
需求，而且还有‘原住民’的
升级换代需求。”

成竹在胸，5年内做5亿元

中央空调、地暖等新项
目， 作为未来重要增长点，
也是通程电器最新杀手锏，
继进驻五一广场旗舰店、东
塘旗舰店后，该新项目也将
在27日开业的通程电器金
星北路店亮相。

田刚表示，“中央空调、
地暖从运营到现在，销售增
长速度令人惊喜。不到半年
时间，销售已破1000万元。”

目前，通程电器已经聚
合格力、美的、大金等数十
个中央空调以及地暖品牌，
同时专业经营，保障工程质
量。“作为未来业务体系核
心，未来五年内，通程电器

中央空调、地暖规模要做到
5亿元。”田刚说。

除此之外， 高端新品、
全省独有产品也将在新店
现身， 包括创维OLED极客
超薄互联网电视、首创可开
合大门版设计格力锐系列
柜机等。 ■记者 杨迪

家电行业新城镇化加速
元旦前，通程电器携高端全品类产品进驻望城新区

福彩

“湘品汇”正式招商，做最大湖湘特产购物网站

消费者12月23日前往门
店预交100元现金，即可预定
指定商品。24日、25日， 交足
余款即可， 如夏普52吋LED
电视4999元，西门子7公斤滚
筒洗衣机2899元，美的1.25P
直流变频挂机2999元等。

双蛋“促销”
今天预定
爆款机型低价享

12月18日，中信银行位
于株洲地区的醴陵支行盛大
开业。 作为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在湖南区域的第32家网
点， 醴陵支行的开业标志着
中信银行完成了湖南区域的
“中国百强县”布局。

去年以来， 中信银行长
沙分行网点拓展加速度前
行，全省网点已达32家，覆盖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
等地区。 醴陵支行是中信银
行长沙分行在株洲地区开设
的第四家支行， 是继长沙县
经开区支行、浏阳支行、宁乡
支行后，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成功开辟的又一“百强县”支
行。截至目前，中信银行长沙
分行总资产规模即将迈入
“千亿元俱乐部”， 存贷款规
模在湖南所有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

■通讯员 彭娇 记者 蔡平

中信银行
布局株洲醴陵

12月20日， 湖南一机机
床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湖南股
交所， 这也是湖南股交所首
家挂牌的机床企业。据悉，湖
南一机位于长沙市雨花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专业从事钣金
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销
售及服务。 ■记者 黄文成

湖南一机
登陆湖南股交所

关注幸运蓝色球号码

又有一位幸运彩民狂
揽1.16亿元巨奖!12月20日，
超级大乐透第14149期全国
井喷23注头奖，其中22注为
584万元基本投注头奖，1注
为935万元追加头奖。23注
头奖中，20注584万元全部
被江苏一彩民包揽， 狂中奖
金1.16亿元。 ■记者 侯小娟

大乐透头奖井喷
一人独中1.16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