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湖南凯斯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银行汇丰支行预留的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牧野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号：08135789-5；遗失财
务章一枚，法人私章一枚，
声明作废。

温馨小房招租
市中心左家塘华天望族苑内有
40m2 住房出租，装修设施全。
联系电话 13875869988（张）

男约 65 岁， 姓名
地址不详， 身高
160 体形较瘦，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
由天心区学院街
派出所据群众报
警在古谭街口（近
杜甫江阁）发现一

名深度昏迷不醒无名老人，现
发布寻人启事， 望其家属和知
情人在登报之日起 7 日内速与
我站联系。 逾期我们将按有关
规定处理。 电话：0731-86937119

天心区救助管理站
2015年 9月 21日

寻人启事

遗失声明
长沙亲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4年 1月 6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 :43010208971
4324，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童卫华 电话：18974026726

岳阳长达能源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振信平价自选商
场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德控动力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1001
34932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卓越汇企业管理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2803房。
联系人：于春凯 电话 13671376097

注销公告
才智鼎业企业管理顾问（北京）
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经股东会
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市芙蓉区马王堆刘家湾蔚蓝
天空商住楼 2506号房。
联系人：吴霞 电话 13611271538

遗失声明
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中心支公司遗失发票 6张,发
票代码:243001321164,发票号
码:30028926、30028968、3002
8965、30028086、30028087、
300280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竹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年 4月 21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57659
795-4，声明作废。

◆戴益枝遗失娄底地区卫生学校
毕业证，证号 941003，声明作废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婚姻
调查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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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询：028-68000098

资金雄厚 全国直投

飞龙商务调查
婚姻调查 背景调查
寻人寻址等各项服务
联系电话微信 15616113353

公告 声明

品种齐，酒质优，无门坎，支持
大。 厂家热线：400-876-7719

贵宾尊酒诚招代理

招商 促销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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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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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前期费用，下卡快
专业办理 13974947366大信用卡办理

最新单人操作适用于斗牛、三
公、金花、三打哈多种玩法，进口
高清博士伦眼镜， 可看清扑克、
麻将、字牌、杯、碗、鱼虾等。 万能
麻将机，随意自摸全自动感应可
上门安装、即教即会。 八一路鸿
飞大厦 808 室 14789718888

扑克麻将牌技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自有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为个人、私企、各类优质项
目低息、快捷解决资金难题，
须有价值抵、质押物（全国寻
代理）。 详询：023-89009131

重庆豪驰（集团）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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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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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适婚宴寿宴谢师宴。 亲民价，利润可观，包赚钱，
央视网正热播 " 福喜迎门 " 微电影及赠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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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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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石 画家、影视编剧、小说家。以长篇小说《青瓷》知名中外。

浮石绘

我对佛学并没有进行过深
入的研究，也未作过什么专门的
禅修。但我喜欢画观音、达摩和
一般的和尚，其目的也基本上不
是为了弘扬佛法，而是为了借其
说事。我觉得哲学与宗教在很多
地方都是相通的，探索的都是宇
宙观与世界观，也就是对世界的

看法和人为什么而活着、该怎么
活着以及人有没有灵魂等等。而
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是有话要
说的。

但这幅画却有书对：六祖惠
能来到法性寺，听到了两位和尚
关于广场中飘扬的幡旗的议论。
其中一人说：“是幡动”。 另一个

人刚说：“不，是风动”。结果两人
就此争论不休。 惠能便开口说
道：“不是幡动， 也不是风动，是
你们二位心在动。”

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或因
想法太多办法太少，或因欲望太
大能力太小，总之就是现实与理
想之间的反差与矛盾冲突。现实
是风，是被风吹动的幡，现实是
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愿而被单个
的人所能轻易改变的。 但人跟动
物最本质的区别除了能制造和使
用工具，便是因为有梦想，没有梦
想的人生只能叫活着不能叫生
活。

真正能够做到宠辱不惊、漫
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人是不多的。
世界在变, 我们观看世界的心也
要跟着变。 有人说世事皆由心
生， 若无心你则不会感到什么，
心不动天下万物皆静止， 心一
动，则无物不动。我不这么看。心
之不动，不是万物皆动而你心静
心死， 以所谓的以不变应万变。
不说做到这个太难，就是做到了
也只能叫遁世的自我欺骗。我所
谓的心不动，恰恰是以一己之力
努力跟上大势， 跟上时代潮流，
将一滴水汇入江河湖海之中。往
哲学里说，叫缩小现实与梦想的
差别，以求天人合一。 ■浮石

幡动风动还是心动

本版部分文图作者姓
名、地址不详，请与编辑部联
系，以便奉上稿费。

风动幡动心不动，心若不动，以何力而动之？ 浮石 作

我发誓对你永远不变心，
我虽然目前还是一名小会计，
但对你永远不做假账， 我报给
你的财报数据都是真实的；你
对我的态度， 却永远像来查账
的税务官一样趾高气昂； 我到
底做错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
的心里像偷税漏税一样忐忑不
安？ 难道我们的感情像必须摊
销的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难道不能不摊销、不减值吗？

我们的感情好比在建工
程，历经风雨，亲，你为什么还不
将我转入你的固定资产。这么多
年被你修理，难道还没达到你的

设计标准吗？不要让我成为你的
烂尾楼， 你忍心让我成为你的
“再见工程”吗？我既不想“在建”
了，更不想“再见”，请你三思，尽
快完成竣工决算，将我转入吧！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就是
你将我从“在建工程”转入“固
定资产”；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
就是你和我一起折旧， 慢慢变
老。 一路上留下点点滴滴的回
忆， 等到以后坐着摇椅对着儿
孙们慢慢聊。

马靖昊（著名财税专家，曾
供职于财政部会计司十年，中
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客座导师。）

惊呆了

小会计眼里的爱情

“萌” 最先在青少年中走
红， 原因在于这类人群对自我
和天真的追求。 面对商业社会
带来的沉重压力， 年轻人想要
追求自我、回归童真，由“萌”衍
生出来“萌语言”“萌图片”“萌
商品”“萌综艺” 等事物或是简
单轻松，或是幽默新奇，成为他
们表达或者发泄的支点。

想要80后、90后为产品买
单， 商家的营销手段就要嵌入
到他们的生活， 并成为他们的

一种生活方式。 而卖萌营销普
成了商家的不二选择。

“萌” 作为一种沟通的载
体，带着隐形的情感，使我们与
“萌” 化产品的沟通变得深刻，
这就是萌的价值所在。

正如网络上流行的那句
话：都什么时代了，你的品牌还
不卖萌？ 这意味边卖萌边赚钱
的“萌商机”成为互联网时代品
牌营销推广的又一利器。

■李光斗

财看见

你的品牌还不卖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