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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新产品
超声捕鱼机激光捕猎机不用
拉线、声诱吸引，免费索取资
料和光盘请发地址、姓名发到
13926705883即可 0668 -2518389

蒋桂松 43292919820116003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有学生管理经验者优先 84513422
高校诚聘班主任

租售牌具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斗牛金花三公庄闲通
杀，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诚寻矿产能源、地产、化工
制造、高新技术、企业改扩
建、种养殖、在建工程等领
域项目投资合作， 可注资
摆帐，投资案例参考，资金
到位快。 诚聘商务代表
010- 57423336 18601018292

资金直投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高科技公司招募股东
国家发明专利， 节能减排换代产
品，市场大、利润高，符合国家 优先
扶持政策，五年可达上市规模。 现
面向自然人及法人限额募股。
联系人：龚先生 电话：18684847631

加盟竹纤维家纺
年赚几十万！ 想赚大钱，想投资吗？
找到好品牌，谁干、谁赚。 人杰是你
明智的选择。 0551-378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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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35 40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博士伦眼镜、感应变牌
仪、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
战牌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扑克专家 13687393036
扑克无需加工，任意人家洗、切，只需中
间一抽，就可把把通杀，斗牛、金花绝
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2101房

玩普通扑克庄闲通杀。 高桥
胜者牌具 13607494630

麻将机
报牌仪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睛、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13467671788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好项目招商
①食品加工厂：厂房设备、手续
全，招合营商。 ②生物柴油厂：手
续全，可生产生物柴油环保油，废
甲醇，乙醇蒸馏，并有 20 个直销
客户，优价转让。③长期收购废甲
醇，乙醇。 13975886238黄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152m2 门面出售
湘府东路（水映青山小区）13974869118

15111152628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太原酒厂招商
国营酒厂，中华老字号“晋泉牌”高
粱酒，62年首次跨越长江，诚邀湖南
县市级代理商，咨询：13807377997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搬家 回收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婚情商情取证、寻人查址
查话单，短信 18270577701调查

合顾刑 18684696348
同问事 www.96348.cc万和律师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小额贷款（十万元内），
当面签约放款。 15221443788张

理财 代办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早期教育指导师： 早教幼教社会人士
的国家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

泸州老窖股份公司
福临祥酒诚招各地经销商、区
域经理 013982763630周经理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娱 乐 设 备

望远飞针麻将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 无须
控色、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操作自如，万无一失”，傻瓜
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胡
牌！ 另售各类高科技娱乐用
品，订做各种镜头、扑克、麻将、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长沙车站北路万象新天 3栋 2405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牌圣牌具 13873193166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隐形博士伦变牌器多功能一体
麻将机。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407房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湘菜师一名善火香干锅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聘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转让 出租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77336388发票咨询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征 ： 种 植 红 花 油 茶 基 地 13786174488
猪场 出租山地

水库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航美投资
专业投资公司面向湖南地区寻
找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个人企
业均可，合作方式灵活。
电话：025-82088823

一室一厅招租
左家塘高档小区内有小一室一
厅房出租，设施全、环境好，谢
绝中介。 13975137281（唐）

协厚投资
速办个人，企业，农，矿，房产，在建工
程，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合作，没有任
何费用，只有利息，外地可。
025-85030852 15050527848谢经理

足不出户 月挣万元
提供加值电话声讯平台招加盟户，有
无文化都会操作日可获利 600 元以
上， 按日结算。 上海红达通讯集团
021-51930676、18621300709李经理

驾 校

工商代办 82147786

鬼手三哥
纯手法无需道具普通牌开牌即变，
不多牌不重复无任何破绽，顶级手
法独门牌具免费演示 15974254388

臻藏世家高薪诚聘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可
达 1 万元以上，生熟手不限，免费培训
带走加工，不收押金。 83589883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皮肤专科产品厂家招商
河北皮肤病研究所研制， 治疗痤
疮、黄褐斑、各种皮炎湿疹癣等“博
禾”系列产品诚招专科合作、代理商、加
盟商。 网址： www.hb-boon.com
QQ:925666155 T：15128146485

扑克机、跑胡子机
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0731-89856128

外贸加工
服装、车床、冲压件、木竹制品、橡胶制
品加工， 预付款 30% 江苏镇江市中山
西路 59号 手机：15189186244 唐经理

求 购
湖北华剑畜牧有限公司（立新万头猪
场）常年现金求购玉米，菜粕，米糠，
碎米等原料。 阮先生 13971952915

酒店男女服务生，月
薪上万 13667374061聘

神童父奇才课
上春晚早教、签约中高考、考哈佛
英语、音标拼音 1日成 89799919

理工大学旁 200m2 营业中餐
厅转让 13637404810吴生

餐厅转让

2011致富好项目
电子线圈总厂诚聘手工加工人
员，组织者月利万元，无需基础，
利润高。 电话：0311-89811299 长沙维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
5530143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西高校 1.3 万生员源，营业中，食
堂合作。14773150530、18074626201

高校食堂转让

票 务

平安财险股份有限公司怀化中
支遗失以下单证，声明作废。借
款 人 保 单 1 份 ：
TP000049102000006205。

遗失声明

近日，笔者从长沙净水中心获悉，为普及
健康饮水理念，推出各大品牌净水器全场7折
优惠活动！ 其中， 世博奥运净水器柜台价
2380元，特价1380元！德国科斯特净水器柜
台价1980元， 特价980元！（各大商场均有销

售,更多款式登录www.csjsq365.com）同时
享受3大服务：1、7天包退，15天包换， 2、30天
内差价双倍返还；3、市区内免费上门安装。

作为长沙晚报集团唯一指定的便民服
务机构，该中心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在省

委机关宿舍、科教新村、芙蓉苑、家润新城、
同升湖别墅等社区及各大餐饮店、茶艺居普
及安装净水器达上万余台。市场反馈满意度
98%以上。 如果您买到的是无人售后的机
子，该中心都可提供配件更换，定期维护。有

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到朝阳路数码步行街来
观 看 净 水 演 示 效 果 。 服 务 热 线 ：
0731-82197328、18900736014。

买净水器到长沙净水中心，全场7折！巨划算！
经济信息

小小鸟飞向广阔天空
———专访湖南浙商担保总裁熊焰

持续的银行收紧或许能给担保公司带
来另一片发展天地。融资担保公司作为融资
服务机构， 能够帮助银行对企业进行判断，
降低银行放贷风险。对企业来说，担保公司
大大提高了其获得融资的可能性。

“公司目前还是一只小小鸟， 但发展很
不错。” 湖南浙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简称浙商担保）总裁熊焰如此告诉记者。
一向信奉“心宽天地广”的她，显得成竹在
胸，“公司的愿景就是架构起中小企业成长
之桥，成为湖南民营担保行业的引领者。”

打响开门红
一个鞋商说：这里没有市场，因为这里

的人都不穿鞋，我打算离开。另一个鞋商说：
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市场空间太大了，我打
算留下来长期发展。

发现空白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对待这
个空白。2009年， 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政策
对之进行监管，规格、力度空前。“国家对这个
行业进行整顿， 许多业内人员或许会认为是
个坏消息，但换种思路，它也释放出这个行业
将出现发展机遇的信号。”有着20多年银行工
作经验的熊焰认为，担保业发展的机会来了。

2009年8月， 在浙商商会会长及常务副
会长等人的倡导下，湖南浙商担保正式成立。
熊焰从银行系统华丽转身，担任该公司总裁。

浙商担保坚持“诚信、务实、专业、高效”

的经营理念，从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短短
两年就取得建设银行、长沙银行、浦发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共计10.5亿元的担保授
信信用支持的不菲成绩，一举打响开门红。

“轻资产”企业也能融资
“接下来的几年， 湖南担保行业会有一

个兼并、整合的过程，市场竞争激烈，民营企
业如何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 经过深入
的思考和广泛的调研，熊焰认为特色发展才
是破题之道。“一家公司如果没有持续的增
值能力和自己的特点， 没有精准的定位，注
定会被市场淘汰。”

浙商担保对湖南龙石山铁皮石斛基地
有限公司的“扶持”，即是有力例证。三年前，
湖南龙石山铁皮石斛基地有限公司还是一家
无人关注的“小作坊”，是个典型的“轻资产”
企业，资金短缺，发展艰难。浙商担保在充分
考证和调研的基础上， 认为该企业发展潜力
巨大，虽无抵押资产，但还是以股权的方式注
资1000万元，化解了该企业的燃眉之急。

而今，该公司已是一家集珍贵濒危药材
铁皮石斛野生品种选育、 优良品种繁育、
GAP基地规模化栽培、仿野生栽培、现代中
药研制加工、健康产品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
科技农业和现代中药企业，是中国植物学会
高级会员、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中央财政农
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

熊焰深有感触：“以开放的心态，用创投
的眼光进行担保融资，是我们公司、更是浙
商一贯的理念。”

开创“担保+创投”模式
作为市场开拓者，浙商担保秉承一贯的

浙商精神积极探索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服务，用市场化手段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题。两年来，浙商担保逐步形成了“担保+创
投”新模式，即专业投资担保公司，通过建立

规范化的民间投资担保平台，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的金融创新模式。

熊焰透露，浙商担保将担保业务结合创
投业务纳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并成立了子
公司湖南浙商恒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专门
从事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咨询代理服
务，协助拟定中小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
上市计划，“创投公司有望为浙商担保带来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潘海涛 通讯员 陆春湄

浙商担保的愿景是架起中小企业成长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