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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知名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
网获悉， 去哪儿网现正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酒店五折大促
活动，全国近400座城市超过
10万家的酒店参与其中。

记者了解到， 用户通过
去哪儿网手机APP绑定银行
卡即可参与活动， 每绑定一
张新银行卡，就能获赠300元
周边红包。出行时，选择参与
本次五折活动的酒店即可在
支付时使用红包进行现金抵

扣，最高可抵扣50%的房价，
每位用户每月可享受一次优
惠。

来自北京的白领李珊
称，自己于4月12日来长沙商
务洽谈时通过手机APP在去
哪儿网上预定了一家酒店，
原价298元的酒店在五折优
惠后仅需149元。“去哪儿网
的这个活动带来的优惠是实
实在在看得见的， 在我身边
的年轻白领、 青年学生和背
包客中十分受欢迎。”说起这

个活动，李珊赞不绝口，并透
露， 自己和好几个朋友通过
这个活动都已成为去哪儿网
的“铁粉”。

去哪儿网酒店相关业务
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全国
酒店五折促销优惠活动并不
是首次开展， 不久之前去哪
儿网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率
先开展了酒店五折促销活
动，参与酒店达6000余家，取
得了不小的反响， 因此活动
开始向全国推广。 目前已经
覆盖至400座城市，参与酒店
也随之超过了10万家。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表示， 本次五折让
利促销活动本质上是让消费
者和酒店共同分享去哪儿网
酒店高速发展的红利， 既为
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同时也
刺激和提高了酒店入住率。

而该活动在五一小长假前夕发
起， 对去哪儿网整体业务增长
将带来一波新的拉动， 同时也
将进一步搅动2015年中国在线
旅游市场。

记者了解到，2014年1月，
去哪儿网成立目的地事业部，
开始大力推进酒店直签业务。
2014年Q4财报显示，去哪儿网
酒店直销量已经占酒店销售总
量的66%。与此同时，去哪儿网
股价在今年4月7日大涨7%，市
值达52亿美元， 自去哪儿网
2014年Q4财报发布以来，涨幅
已超过57%。 去哪儿网公布的
最新财报显示， 其酒店连续四
季度保持三位数高增长。目前，
去哪儿网手机APP的累计下载
量已超过6亿，该网站对酒店的
无线预订已占到行业份额的
70%。

■见习记者 钟雅洁

春暖花开，出游踏青正当时，出门游
玩，自己和家人的保障不可或缺。近日，泰
康人寿推出一款针对私家车主及差旅人
士打造的长期综合意外险———“泰康全能
保（2015）保障计划”。

据了解，“全能保”具有保费低、保障
全、保额高、保障期限长、能返还的特色，
最高保障可达千万， 不仅涵盖了航空意
外、交通意外（含自驾）、重大自然灾害、一
般意外等四大意外风险，还增加了非因意
外、 重大疾病身故或全残的贴心保障，按
不同风险的发生给予1-20倍的保额。该产
品有保障30年、 保到70岁、80岁三种保险
期供客户选择， 若保期结束时未发生理
赔，客户可以获得等同于累计保费的满期
生存金。 ■通讯员 王志平 记者 潘海涛

每月或每个季度各种账单的缴费让
不少市民烦恼不已。 要想破除缴费难，需
要政府公共事业部门、金融机构和第三方
平台的合力推进。近日，记者从光大银行
了解到，光大云缴费平台已经将三者有力
的结合在一起。

云缴费平台囊括了全国各地的水电
煤、宽带、有线电视、加油卡、手机充值，它
的意义在于搭建一个普惠金融体系，将所
有的公共缴费服务类别、 线上缴费渠道、
银行系统整合为一，让民众无论通过何种
互联网渠道都可通过云缴费轻松完成所
有类别的缴费业务。

■通讯员 陈翔 记者 潘海涛

捡便宜，去哪儿网全国酒店五折特惠

4月1日, 华夏保险湖南
分公司“春之声”客服节盛大
开启。我司秉承“客户利益至
上”的核心价值观，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已初步形成以“华

夏慈善基金” 为基础、“公益
活动” 为依托的客服节战略
体系。

本届客服节为期4个月，
主题为“让华夏充满爱”，由

四大行动构成：圆梦、星光、
感恩、护航行动。通过开展关
注困难儿童献爱心、 举办才
艺大赛助力少儿多元发展、
提升VIP客户体验及便捷服

务送温馨、免费赠送“喜洋洋”
综合意外保障等诸多精彩活
动，感恩客户，回馈社会 。

服务无止境，关爱永不停。
我司愿以公益慈善为己任，努
力打造让客户关心、 放心的客
户服务品牌。

15年前“骨性结合”理论
的提出，通过人工“种植”金
属钛牙根， 人类拥有与真牙
根同样功用的第三副牙齿成
为可能。近年来，随着口腔技
术引入中国并得到广泛推
广， 我国医学专家在口腔种
植临床应用技术方面获得多
项突破， 解决患者由于缺牙
区牙颌骨量不足而无法种植

的相关技术， 达到或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

“2015中国（长沙）口腔
种植新技术学术峰会”将于4
月23日到25日在湖南长沙美
奥口腔医院举行。 此次学术
峰会聚集了口腔界最专业的
医师联盟和科研力量， 堪称
口腔界“奥斯卡”。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唐志辉博士、上

海九院关呈超博士、 广州军
区武汉总医院王林虎博士等
种植博士团将现场授课，共
同分享探讨国际种植口腔新
技术。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种植学博士， 长沙美奥口腔
医院院长赵鑫还将现场对种
植新技术进行现场演示，参
与此次活动的缺牙患者将有
机会亲眼目睹种植牙新技术
的现场实践。

据了解， 此次学术峰会

邀请的国际种植牙专家， 将专
门针对湖南种植牙疑难案例、
比如全口缺失、半口缺失、牙槽
骨条件不好的牙缺失进行攻
克，得出解决方案，惠及湖南民
众。这对于缺牙市民来说，无疑
是一个极大的好机会， 市民现
在即可拨打0731-89912222进
行预约，现场接触国际级专家，
预约名额有限， 为了让专家充
分了解情况， 市民可提前来院
拍片检查。

国际种植牙博士团来长 市民今起可开始预约

4月11日—12日，由中国
数字化内窥镜培训基地主
办，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承办的“中国数字化内窥镜
隆乳技术培训班”隆重开班。
实力赢得信赖 美莱荣获中
国内窥镜隆胸技术最高授权

据悉， 此次培训的内窥
镜隆乳技术是中国隆胸史上
最高规格技术， 作为湖南地
区唯一拥有该技术的机构，
长沙美莱独家承办这一最高

盛事， 无疑凸显了美莱在中
南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的
强大影响力。 此次培训班的
负责人李京教授也表示，美
莱自身高超的技艺和尖端的
理念， 以及强大的案例资源
库和国际专家资源是其他机
构不可比拟的， 选择美莱是
基于多领域综合测评及实地
考察之后的完美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美莱3D
数码内窥镜美胸术， 更是获

得此次培训班专家的高度认
可。 全程还原手术肉眼感受
的3D视觉成像操作，不出血、
无肿胀、恢复时间短等优势，
势必引发中国整形美容的第
三次技术革命。
责任赢得力量 长沙美莱再
次成为行业焦点

“内窥镜隆胸势必将成
为未来的一大趋势， 美莱有
责任更有使命将内窥镜隆胸
技术推广普及， 让更多的爱

美女性享受到最领先的美胸科
技。”长沙美莱院长王勇教授如
是说。 作为美莱美丽力量的传
播使者，4月26日女神熊黛林也
将亮相长沙美莱， 届时您不仅
可以亲睹女神的魅力， 还可以
与女神一起畅谈人生美学。

实力铸就美丽 长沙美莱再次引领中南胸整形技术新高度

华夏保险湖南分公司“春之声”客服节盛大开启

泰康人寿
推出长期综合意外险

近日， 记者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获
悉， 近期该行将在湖南省内推出年度大型
刷卡优惠活动———“超级最红星期五”。活
动当天，交行持卡客户在步步高、家润多等
众多指定超市刷交通银行信用卡即可享受
50%刷卡金返还奖励，最高可返100元。

今年“超级最红星期五”活动开展方
式有以下两点需注意：首先，信用卡持卡
用户（除白金卡客户外）需在2015年5月17
日前登录交行官网完成注册，2014年注册
客户需重新注册方可参与今年的活动；此
外，返还也分为两类情况：一是有积分消
费任意金额的可享50元返还上限，二是积
分消费满3000元可享100元返还上限。相
关活动内容可登录交通银行信用卡官方
网站或拨打4008009888服务热线查询。

交行湖南省分行相关人士向记者透
露，在下一阶段该行仍将继续依托“最红
星期五”这一品牌，围绕美食、购物、休闲
娱乐等方面陆续推出其他大型卡消费优
惠活动。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潘海涛

周五刷交行卡
可返五成刷卡金

光大银行云缴费
破解缴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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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长沙县北部干线 S319 开慧-黄兴
大道北沿线段项目因工程建设，
需要依法征收开慧镇、白沙镇、
福林镇集体土地约 324.45 亩，
在项目征地范围内的山坟需实
施搬迁 .具体位置是:开慧镇葛
家山村坳上组、社建组、高山组、
梨树组;清泰桥村诗家冲组、月
塘组、朱霞咀组、南山冲组、马
公塘组、坝上组、清泰桥组；白
沙镇石燕村张家组、石燕组、湾
里屋组、元家坳组、黎家组、大
屋场组、米山桥组、范家组；福
临镇同心村龙家源组、大屋场组、
寺门前组。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
速与长沙县北部干线公路建设协
调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未迁 ,将视作无主坟 ,由建
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周先生（开慧镇）：
13907491729 廖先生（福临镇）：
13874928106 韦先生（白沙镇）：
13574812777 刘先生：15802570401
联系地址：开慧镇、福临镇、
白沙镇人民政府

长沙县北部干线公路建设协调办公室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公 告
湘 FF3837 的 当 事 人 、 湘
ARZ686 的舒江鲲、湘 ADJ230
的李震、湘 AW0293的徐斌、湘
AFX640的李安微、湘 ANG979
的张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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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现己作出
第二次《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
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
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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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4月 14日

公 告
湘 A821AX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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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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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刚）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4月 14日

公告 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兴三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4年 7月 29日换发的
430102000157019 号营业执照正
本；另遗失王亮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长松酒业有限公司望城
分公司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遗
失，税号：430122653044046，声明作废。

公示作废
天辰通信湘 A24450；长沙保温
瓶总厂湘 A05165 各登记证书。
市公路总段湘 A22484；市公路
局城郊分局湘 A45431；城郊公路
局湘 A54944；市郊区公路段湘
A26094 各行驶证。 市路管局湘
AE5503行驶证、登记证书。

遗失声明
湖南湘亿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法人章（彭镇良）、
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唐娟婧遗失湘潭碧桂园 400310
26号票据，特声明作废。

◆陈香波遗失驾驶证及身份证,证
号 430722198604071655声明作废

◆袁鸿进遗失湘建安 C（2009）
010002215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C证作废。

◆谭均益，430104199611150019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文敏，430521198202194313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铁罗身份证遗失，证号：43
0103195305282510，声明作废。

◆邓索亚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04302412000410声明作废。

◆朱柳银遗失医学出生证明，编
号：L431018106，声明作废。

◆陈惠遗失湖南财经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编号：11532120
0806001602，声明作废。

◆刘正兴（430103195310110529）
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
证号 ：2002 编号 015B，建设位
置：石子冲附 1 号，若有异议，
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市城
乡规划局反映，电话：85214071
声明作废。

◆熊帅驾驶证，身份证遗失，身份证
号 430121199612036018，声明作废。

◆韩莉莉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
学报到证，证号:03513062256，
声明作废。

◆任思思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007 届音乐系 0703 班 2011 年
本科毕业证，声明作废。

◆湘潭大学李瑞歌就业协议书
（编号：0151053001507）丢失，
声明作废。

◆王桂香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430111196208122026声明作废。

◆江蓉遗失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
文凭 ，证书编号 :66430701014
1697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电广音像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号：72256266-2，特此声
明作废。

◆唐婉二代身份证 430523199103
022521 于 2015 年 4 月 9 日遗失作废。

◆周文多，43110319900120183X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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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大楚标识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