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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长沙市岳麓区丽晶动漫电玩城

（场所名） 拟在郡原广场 4 栋

203 店面（地址）开办文化经营

场所，经营项目：电子游艺，经

营性质：个体，经营范围：电子

游艺，该场所法定代表人：谢良

（姓名）， 男（性别），34 岁（年

龄），长沙市开福区廖家湾（籍贯）。

按照国物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经营场所审核

公示暂行办法的要求， 对此进行

公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从公示之

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向长沙市政务

服务中心市文化局窗口反映， 我们

将根据您的反馈意见， 决定是否举

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8921316

2011年 7月 1日

注销公告

岳阳六九零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所

有债权人于 45 日内与清算组

颜育蕾（18973057111）联系，书

面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人征婚 15017949590

男 53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寻顾家孝

顺女士为伴 15017949590非诚勿扰

公 告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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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女 28 岁气质佳高雅大方丰

满迷人经济优特寻品正健康男圆

我美好心愿 15279358165亲谈

美少妇王春梅 30 岁夫富商不育离寻

健康男给我完整家 152 6075 5270

龙星 43010419810701252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盛 遗失报到证 ，证号 ：

200710549201464，声明作废。

炎炎

张银耳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710549200187，声明作废。

15274865477

QQ:747575101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爱家男 47 岁丧幽默随和先有稳定

工作后下海经商寻懂我理解我年龄

相当的女士共建家园 13590270010

真情求缘女 28岁高雅迷人，特寻

健康品正男士共创美好未来有缘

共同发展 15270318687非诚勿扰

美女莎莎 28 岁 1.65 米丰满迷人高

雅大方， 温柔贤淑特寻健康男圆梦

有缘共同发展 18770336982亲谈

男 47 岁丧偶有责任心脾气好，经

商事业有成，单身多年，诚寻善良

孝顺有爱心女为伴， 贫富不限，

有子女最好 13418525169本人接

诚觅佳缘： 女 29 岁漂亮大方夫老总不

育离为家业寻善良踏实男了我心愿不

重年龄婚否及外貌贫富 15270071649

遗失声明

长沙祥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日期为

2001 年 08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二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4301002012696，声明作废。

女 29夫经商多年因夫先天不育为

遗产继承寻有缘男 15870978945

女 28 嫁港富商因夫车祸导致不育

为家业寻有缘男士 15959158087

公 告

石美玲（浏阳镇头人，09 年衡

阳师院毕业，身份证号：430181

198612284404）， 因违反公司制度，

经公司决定予以开除，特此公告。

湖南省南方联合石化有限公司

谢文婷 43010219830308552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斌文 43252219870924701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长沙凯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于一直与贵司联系不上，请

贵司在我司发出此声明五日

内，来我司商定合同事宜，否则

视为贵司同意与我司解除合同。

电话：82251977 特此声明

湖南神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27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大洋恒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5763254228，声明作废。

公积金贷款或更容易

记者了解到，目前5年以上的商

业贷款利率为7.05%， 而公积金贷

款的利率仅有4.9%。民生银行理财

师邓洁算了一笔账， 以50万的商业

贷款分20年还清为例， 需还月供

3891.5元， 总利息高达433960元；

而利用公积金贷款， 贷款人每月只

需还3272.22元，总利息为285332.8

元，两者贷款总利息相差近15万元。

湖南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银行放

贷的总额度是有限的， 而公积金贷

款仅有对个人贷款的限制， 最高贷

款额不超过50万元， 而总的放贷额

度没有限制。

“因为银行的总贷款额度有限，

因此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从

而提高了客户的选择标准， 他们一

般会选择高收入、 高稳定的人群。”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部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 现在一般的购房者选择

公积金贷款会较商业贷款更容易一

些。

少数楼盘不接受公积金贷款

“这两天我抽空逛了一下楼市，

发现有一些楼盘不愿意接受公积金

贷款。”正在考虑购房的长沙市民陈

程告诉记者， 他在咨询楼盘价格的

时候， 置业顾问说可以给九五折的

优惠， 但是后来得知陈程想用公积

金贷款按揭时， 却说公积金贷款只

能给予九八折。

记者走访了一些售楼部发现，

目前仍有不少楼盘明确表示不接受

公积金贷款， 或者通过其他理由拒

绝公积金贷款。

公积金贷款资金回笼慢

“用公积金贷款会降低我们的

资金周转速度。”某地产开发商销售

人员告诉记者， 做地产生意的关键

就是资金周转速度， 如果速度过慢

将大大影响公司的开发和销售，因

此有些地产商会拒绝一些用公积金

贷款的客户。

为什么公积金贷款的资金回笼

速度要大大小于商业贷款呢？

据相关资料显示， 贷款要涉及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贷款担保服

务机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贷款代

办服务机构。“如果是用公积金贷

款， 贷款担保服务机构就是住房公

积金贷款服务中心， 而仅仅在该服

务中心就要经过借款申请、咨询、初

审等8个必经程序。” 记者在住房公

积金贷款服务中心了解到， 如果这

些程序能够顺利办下来， 最快也要

花费一个月时间。

“开发商在投资地产时难免会

向商业银行提出贷款，这样放贷银

行则将成为购买该楼盘房屋的市

民主要贷款银行， 这样一来一回，

开发商从银行贷到的开发款项就

转而由市民来偿还。” 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开发商和银行找到了一

个利益平衡点，放贷速度当然会高

出很多。”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可投诉

请认准专利号 谨防假冒

专利号：ZL03225138.6

专利去眼袋

地址：长沙市五一中路 389号华美欧大厦 703室（银华酒店马路对面）

可乘临 12路.117路.118路.312路.旅1等，到韭菜园站下车即到。

0731-89796728��89796738��香港：

00852-2388706

专家热线：18207488966���网址：

www.csypmr.com

悠派美容国际连锁机构，您的眼袋专家！

十五年品牌，值得信赖！

特色项目：★去皱 ★瘦脸 ★嫩肤 ★提升眼皮

● 独家采用高科技专利射频溶脂仪，结合韩日技术

● 一次性去除眼袋，可消除黑眼圈

● 不受季节影响，不影响工作，专家亲执

● 签约服务，效果显著！（无效不收费）

●

不开刀、不手术、不吸脂、不松驰皮肤、即做即走

悠 派 美 容

去眼袋前 男 去眼袋后 去眼袋前 女 去眼袋后

“如果开发商不接受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可以拨打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法规处电话0731-84886827

进行投诉。”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法规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购房者只需要提供楼盘名称和地理位

置，工作人员将会上门帮助消费者进行协调解决。”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开发商的处置权，只能帮助购房

者和开发商进行协商。”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如果无法协调也可以去长沙市建委投诉。”

可向公积金中心或建委投诉

近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

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

其中， 中国人保今年是连续第二年

入榜， 以年营业收入325.79亿美元

排名第288位。2010年，中国人保以

年营业收入231.16亿美元成功跨入

世界500强企业行列， 首次上榜就

名列第371位。今年，中国人保成功

挺进世界500强企业前300位，榜单

排名较去年首度入选跃升了83位。

连续跻身世界500强且位次劲升，

显示出中国人保这家与新中国同生

共长的老牌保险公司经营实力和品

牌价值的显著提升和巩固。

■记者 陈张书 通讯员 徐亚敏

中国人保再次荣登世界500强

经济信息

近日，“凉茶成功申遗五周年暨

凉茶文化与产业发展峰会”在北京召

开，国内各部门有关领导、我国有关

著名专家与广东省政府及有关部门

领导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凉茶品牌秘方与专用术语拥有企业

主要负责人、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近

200人出席会议。与会专家表示，凉茶

产业在成功申遗五年来取得了巨大

的发展，要归功于凉茶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养生价值。

东晋葛洪以“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体系为指导，创造出了与凉茶配

方作用相匹配的指导人们饮用凉茶

的专用术语， 奠定了凉茶的理论基

础。清道光年间，凉茶始祖王泽邦将

这一理论发扬光大，创立了历史上第

一个凉茶品牌———王老吉凉茶，为凉

茶的发展注入了商业文化的驱动力，

凉茶开始进入品牌传承阶段。

现代人节奏快，压力大，预防上

火已经不仅仅是区域需求，而是全国

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需求。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加多宝集团大规模工业

化生产红罐王老吉，开启了整个凉茶

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兴景象。广

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公开的数据表明，

凉茶入遗当年2006年凉茶饮料产量

实现快速增长， 达到近400万吨，到

2010年凉茶的年销量已经增至600

万吨。以红罐王老吉为首的非遗品牌

更是始终牢牢掌控近90%的市场份

额。

为进一步保护凉茶这一国家文

化遗产，继续推进凉茶产业的全面发

展，以红罐王老吉生产企业加多宝集

团为首的50余家企业的代表还在峰

会上共同签署了《凉茶发展公约》，号

召全行业共同参与和执行。

根植“天人合一”，凉茶迈入发展新阶段

随着商业贷款利率走高，更多买房者将目光投向利率相对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IC�图

部

门

回

应

“这么高的商业贷款利率怎么负担得起啊？”刚刚在雨花区某楼盘签订购房合同的朱先生很郁闷地说，“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怎么会被

置业顾问哄着办理了商业贷款，而放着公积金贷款不申请呢？”

随着商业贷款利率一步一步地走高，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将目光投向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记者 杨斯涵 陈张书 实习生 虞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