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玉花 43082119630928222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声 明
本人汤固原湘 A30363 的奥拓轿车
已于 2009 年 6 月 5 日经法院裁定，
已拍卖，与本人无关，特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
陈士遗失被扣电动车罚单， 号码
150332699，特此声明。

公 告
�������2011 年 11 月 9 日， 我局烟
草专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
门在衡阳市松木塘地段查获车牌
号为湘 EA5768 号货车运输卷烟
2476 条，请当事人于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
我局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处罚
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2011 年 11 月 7 日， 我局烟
草专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
门在衡阳市珠晖区永成物流提货
处查获卷烟 100 条， 请当事人于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
处理，逾期我局将依照《烟草专卖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
处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注销公告
������经长沙市创置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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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鹏程，电话：13707358814

（财富佳丽） 重情女李珍珍 28 岁，
1.65 米，高雅大方，诚寻一位健康
的男士完成我美好的心愿，有缘助
你发展。 187-5941-2957亲谈

遗失声明
湖南山之源石材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局
2011 年 4 月 6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092691 的营业执照副本
（2-2）S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激情交友应酬陪护 88825413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交友 声讯

公 告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保利移动通信代
办点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0 年 6 月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1036000585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好易装饰材料商
行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7551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百姓福药房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耒阳市支行核发的银行
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
J5547000119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安邦门业有限公司遗失由长沙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6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100000101562，声明作废。

男 54岁丧偶退伍军人自营实体身
体健康渴望家的温暖真心找一重
情顾家善良孝敬老人的女士为妻
可带老人孩子电话 13421927000
《想家，征婚》男 49 岁，人品修养
好，自办工厂，收入颇丰，诚寻一
位：仁慈母爱，有爱心的单身女士，
真诚交往 13798587881亲谈

●男 50 岁丧偶开朗重情热爱慈善
事业经济优痛失爱妻倍感惋惜渴望
真情女重建圆满家觅善良贤淑健康
女士可带孩 13168717999本人亲谈

女 36 岁，经商丧偶，有一小女，
贤惠朴实，生活稳定，觅顾家重
情，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可带
老人小孩，13927486325亲谈

遗失声明
长沙祥国肉类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09 年 6 月 11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为
43010000004461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江奥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116803069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惟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9470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祥国肉类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国税局雨花分局
2008年 5月 22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本，号码为 43011167359
9839；另遗失长沙祥国肉类食品
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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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好务 中行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上演弯道超车

变坐商为行商，银行也学会抛绣球

“快乐十分之动
物总动员” 在我省上
市以来， 深受彩民朋
友喜爱， 都说投注站

是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没事就能亲近自己喜爱
的“动物”，经常收获中奖的快乐。11月9日，谭先
生来到临武县东云路地税局门面的43058703
号投注站，照惯例打了几注双色球。当他看到一
旁电视上播放的动物图形，感到非常有趣，就随
手选了三注选三前直并进行五倍投注。 当期开
奖时，电视上依次开出了象、狗、熊，与他所选的
第三注动物顺序位置完全一致，一举收获奖金4
万元！

11月6日，会同县43123519号投注站的幸运
彩民又中得“动物总动员”选三前直一注，获奖金
8000元。中奖者是位中年男子，兑奖时一副淡定
的神情。周边的彩民纷纷被游戏的乐趣和中奖的
氛围所感染，很是羡慕。这一中奖消息很快传播
开来， 许多路过的新彩民也忍不住买上几注，一
同感受“动物总动员”这款新游戏的乐趣。

11月5日， 位于星沙商业步行街2栋7号的
43015090号投注站迎来了许多顾客，其中一位
刚从广东回乡的胡先生进店后，询问业主“动物
总动员”的游戏规则，业主向胡先生详细介绍了
各种玩法， 胡先生便
花54元买了选三前
直的复式，结果8000
元大奖快乐中出。

■刘圣兵 李红玉
金义习

“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
让彩民快乐中奖

“要不是这五百万贷款，我们公司估计现在都运转不了，已经倒闭了。真
是万分感谢中行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为我们做的努力。” 娄底市佳华机械有
限公司的郭经理感叹。

娄底市佳华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及加工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2010年，佳华公司资金链紧张，由于种
种问题，几家银行都不肯贷款。今年年初，中国银行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的
客户经理亲自上门了解佳华公司的情况，在第二季度时成功地给予佳华机
械有限公司500万元的授信贷款，解决了佳华机械有限公司的燃眉之急。

娄底市佳华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机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及加工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主
营曲背式引锭头、空气炮系列、切焦机
系列、 高炉炉前消耗件系列产品的销
售。 近几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2010
年公司资金链一度非常紧张，而几家银
行都不肯贷款。

苦撑了一年之后，佳华迎来了新的
转机。2011年年初， 中行娄底分行青山
分理处的客户经理亲自上门了解佳华

公司的情况，当了解到佳华公司具备良
好的市场销售渠道和稳定的下游核心
客户， 并且和省内大型企业华菱涟钢、
衡阳华菱连轧有限公司、湖南煤化新能
源有限公司都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后，
马上就经过提案制作、授信评级、合同
预审及放款审核，并协助佳华快速办妥
抵押登记手续，在2011年第二季度时成
功给予佳华机械有限公司500万元的授
信贷款，雪中送炭，解决了佳华机械有
限公司的燃眉之急。

上门救急，为企业放贷500万

“其实， 这不仅解决了佳华机械的
贷款问题， 也是我们分理处成功的转
型。” 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的伍酃贵主
任笑着说。据了解，娄底分行青山分理
处成立于1992年， 位于涟钢老生活区，
与该行的三个营业网点相距均不足500
米， 距其它银行的涟钢支行均在200米
以内， 业务竞争十分激烈。2010年12
月，由原涟钢支行营业网点转为市分行

直管分理处。该网点有员工9人，营业面
积约40平方米，是娄底分行全辖营业面
积最小的分理处，2010年年底对公存款
余额仅174万元， 个人及公司授信均未
破。

2011年年初， 分行决定将机关新
成立的中小业务钻石团队挂靠在该分
理处协助开展业务营销， 大力推行走
出去战略，走企业、下基层，仅半年时

间，网点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1
年 6月30日， 该网点储蓄存款余额
17756万元， 比年初净增1775万元，新
增个贷109万元，公司存款余额2275万
元，较年初新增2100万元。其它业务也
得到全面发展， 在市分行本部13个网
点的半年绩效考核中名列第一， 并一
跃成为娄底分行中小企业业务的明星
网点。

走出去，一跃成为明星网点

那么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是如何
在半年之内做到这些可喜的成绩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分理处转变了
态度， 以前我们是被动地等着客户上
门， 这样就会出现我们找不到客户，客
户有需求我们不知道的尴尬状况，现在
我们积极地走出去， 主动联系客户，为
他们解决资金上的困难或者提供一些

帮助，这对双方都是有很大好处的！”伍
主任表示。

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初，伍主任带
领客户经理拜访娄底市经开区管委会
领导，搜集园区内优质中小企业客户名
单，走访了开发区15家中小企业。3月份
分理处又主动参与市分行钻石团队的
煤炭行业市场调研，走访了涟源市境内

5个乡镇22家煤矿，涟钢铁路专用线上6
个洗煤厂，还后续营销涟源市泉塘煤矿
等5家企业到该分理处开立对公结算账
户。6月份在分行钻石团队支持和协助
下，遍访娄底经开区五江建材城22家明
星商户，召集市建材商会十多家微小型
企业举办了中银信贷工厂产品推介会，
也取得较好的营销效果。

主动联系，了解客户“心思”

“我们娄底中小企业比较多， 中小
企业运转不容易，以前他们贷款相当困
难，很多企业在贷不到款的情况下只能
破产，现在我们主动联系他们，在条件
都达到标准的情况下， 授信贷款给他
们，不仅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而且对我
们来讲，也是业务成绩。这样互惠互利，

是大家都愿意看见的嘛！” 伍主任向记
者表示。据了解，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
于2011年年初开展小企业授信工作，佳
华机械就是他们展开授信工作的第一
批企业之一。近期，该分理处发起的桂
林线缆、 华艺灯饰等6家建材贸易企业
批量小额授信及微型企业新源有色抵

押贷款共计1950万元的授信总量将正
式上报省行。

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通过转变营
销态度，化被动为主动，创新处理业务，
成功地拓展出一批小微企业基础客户，
并且带动了各项业务的全面发展。

■实习生 梁兴 记者 李庆钢

授信贷款，掳获中小企“芳心”

中行娄底分行青山分理处主动走去出，为企业雪中送炭。 记者 武席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