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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再为商户创好环境
“城北大商贸·物流大通道战略”在长发布

10月30日， 城北大商
贸·物流大通道战略发布会
暨高岭国际商贸城“供应链
一体化” 信息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 来自全国的知名仓储
物流行业商协会代表、 仓储
物流企业代表一致认为：长
沙城市要升级， 传统市场提
质外迁成大势！搬迁，就要选
北二环！

“高岭集合了传化公路
港、普洛斯仓储等一系列优秀
仓储物流资源，物流仓储在硬
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等方
面都走在省会长沙、中部地区
的前列。” 长沙市仓储与供应
链商会会长方映国称。高岭国
际商贸城总经理黄勇光则表
示：“长沙城市向四个方向均
有拓展，各有特色。其中北部
是霞凝港和火车北站铁路货
运为主的大物流核心区；从现
实条件来看，城北无疑最具备
物流、商贸等大市场群发展的
基础条件，传统市场外迁已成
大势。”

现场， 湖南省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 长沙市仓储与供
应链商会、 湖南物流专线联
盟（专盟）、湖南聚信供应链
有限公司还与高岭国际商贸
城签署了物流高地合作共建
协议， 以为商户创造良好环
境。 ■肖湘

11月1日， 2015西雅韵千万
奢级园林开放盛典暨全球顶级时
尚Party顺利举办， 兰博基尼超
跑、Enzo彩色珠宝、 孔雀羽毛礼
服、 高级手工定制时装以及世界
顶级模特联袂登台， 为湖湘名流
奉上时尚大餐。

活动当天，恒伟·西雅韵公馆
千万级的中心园林引发关注，起
伏有致的坡地景观， 高大乔木配
合绿茵草地， 再点缀精致的建筑
小品， 一个高端生态地产的两型

标杆就此绽放。
作为湖南唯一的绿色三星

豪宅， 恒伟·西雅韵公馆在建筑
模式和产品规划上做了大量的
突破。与远大住工携手，采用装
配式建筑，大幅度降低施工过程
中对环境的破坏，提升建筑的节
能性、耐用性和坚固性。装配八
大科技系统，提高资源的重复使
用，在保证不增加环境污染的同
时提高居住舒适度，降低能耗。

■肖湘

10月30日，“泉州建材
产品中国行” 系列推介活动
长沙专场启幕， 以建陶、石
材、水暖厨卫、石雕、涂料、木
地板、 家具等建材家居生产
为主的48家泉州龙头企业
抱团集体亮相， 与湖南的建
材产业下游需求方现场对
接， 展示泉州建材区域品牌
形象。 据悉，“泉州建材产品
中国行”系列推介活动，由泉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泉州晚
报社与泉州市经信委等多家
单位联合承办。 泉州市经信
委主任黄国富介绍， 此次活
动不仅让长沙乃至湖南的建
材需求方了解泉州建材的
“拳头产品”、 过硬技术和品
牌，更重要的是给泉州、长沙
两地供需方提供一个对接洽
谈和相互学习的平台。

■吴思宁

12月21日至25日， 南京
格林总部拟在全国发起“格
林地板圣诞赠书文化行”活
动， 将携手全国各地的格林
经销商在圣诞之际向各自当
地的幼儿园免费赠发《格林
童话》。

记者了解到， 长沙格林
率先响应南京格林号召，于
11月3日在林与堂国际家居
馆启动“湘”信格林圣诞赠书
文化行活动中国首发礼。并
借2015年湖南格林地板家装

&材料联合营销培训之际，
积极倡导在场30地区格林经
销商共同举行。

“格林兄弟用神奇又浪
漫的童话故事激起了无数
颗童心对美好世界的好奇，
希望长沙格林举办的‘湘’
信格林圣诞赠书文化行也
能在圣诞节为长沙幼儿园
的 小朋 友 带 去 幸 福 与 欢
乐。” 格林地板湖南总代理
邓湘涛表示。

■吴思宁

恒伟·西雅韵千万级中心园林开放

闽湘联动助推产业“活水来”

“湘”信格林圣诞赠书文化行启动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注销公告
长沙明鸿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薛冰，电话：13873160894

遗失声明
长沙市泓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黄波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羽妍视听设备商
行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161723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 1200 万减为 200
万。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并以书
面形式函告本公告。 本公司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望城
区坡街道玉兰路 342 号，联系
人：侯艳彪,电话：18608415130
长沙市朝辉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征婚男 56岁丧偶现经商有责任
心顾家寻重情成熟稳重的女士
相 伴 13580772433 可 带 孩 子

注销公告
长沙市蓝景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小华 15367997699

遗失声明
株洲佳吉快运丢失 726558715.
727042166手写货物运单两份，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歌谷娱乐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19100001656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漫濡食品经营部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3年 1 月 1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2
600399641，声明作废。

沉淀大额内资寻诚信守法，资
金缺口在 500万以上。 要求抗风
险能力强的各类中大型企业贷
款合作。 利率低，下款快。
（诚聘居间代理）

常务联系：18580411110
重庆渝中区黄花园凯恒集团二楼

凯恒集团赢义投资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
国际品牌 资金安全 专业团队
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宗旨

028-6589288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公告 声明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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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自摸全自动触摸可
上门安装、即教即会。 八一路鸿
飞大厦 808 室 14789718888

扑克麻将牌技

便民服务 搬家●

大额资金为房地产、在建工程、
矿 产 、 学 校 、 旅 游 、 电 站 、 农
牧养殖业 等 提 供 投 资 贷 款 。
热线：18716672249 寻全国居间合作
重庆渝北区星光三路天王星 D 座 5 楼

巨石投资

诚信快捷 区域不限 大额资金
专业承接房地产开发， 土地，工
程项目；各类矿产资源，电站，酒
店，学校，林业，种养殖业，大中
小企业等融资贷款（寻居间代理）

奢鑫投资集团

023-67833777 13648418884

安徽方圆通达投资
投资重点，地产，酒店，高科
技，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
联系人：李经理 18756093779
邮箱：18756093779@163.com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招商 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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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理财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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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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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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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网络投资，唐朝网络
投资团队，安全合理的投资项
目，详情了解 QQ 群 466204033

好消息，投资小，效益丰 大额资金 柯瑞兴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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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7636999（非诚勿扰）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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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解难：资产收购项目投资
股权质押借贷 13332516331排忧

清算公告
华容锦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了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攀，
电话：13487760586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长沙爱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年 8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21000049
408（1-1）S，声明作废。

长沙爱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6日

随着城市的升级，长沙传统物流市场的提质外迁成为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