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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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汽车修理美容店转让 河西 120m2

13308495818

南京捷力船务直聘
大型海轮新船员年薪 8-12 万签合
同办保险，带薪休 3 月，工资按月
发 025-87785152 13357835152

各类项目投资：矿山、水电、房产、
林业、农业、旅游、学校、能源、专
利、酒店等各业。 多项投资方式：
风险投资、 实业投资、 经营性投
资。 咨询电话：028-84555515
成都顺成大街世贸中心 A2601

世宏投资 诚信赢天下

免费咨询
15874164401张律师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个人借贷
车房、借贷、无抵押借贷、金银抵押

85995578

理财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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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园长、物业考证，另招
业务员及合作 13332516331早

招生 招聘

南京弘凯投资
业内资深专业团队打造资

本平台，民间财团直投，寻优质
项目（300万以上，可合作），
因为专业，所以快捷。

高薪诚聘全国区域经理
025－87785419 8778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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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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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 天佑大厦 1826 室

驾 校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麻将扑克纯手法
专杀高手不服不行超我奖 2万 15616215929

娱 乐 设 备

韭菜园卡友 15802505286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搬家搬厂

专业搬琴、拆装家具空调双发 85569538
88573138
招司机和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发亿投资 AAA诚信企业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诚信，专业，
简便，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矿山、电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等各
类在建工程）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
企业资金困难。诚聘各省市商务代
表。 电话：028-68807555

AAA弘旺投资 AAA
缺资金找弘旺，大额资金寻优质项
目，专业，诚信，快捷。企业，个人项
目资金周转。各类项目投资（矿产，
房地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
交通，学校，新建项目，在建工程）
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不
成功不收费。成都市永丰路恒丰银
行 8楼 828室 028-68000866

飞针麻将老
字
号

合作出场
电话：15675267777

最
新
科
技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高科技产品。

13507456730

新型感应分析仪， 无论牌放任何角
落 1 秒报牌定输赢，庄闲绝杀（适合
扑克砣子、字牌等玩法）十代麻将程
序四方开色、绝无噪音，随意坐哪方
都可以来好牌，高清博士伦、声控变
牌器。授港澳玩牌绝技。长沙火车站邮政
招待所 200房

牌神牌具

千变牌具
实战技术，免费教学，空手变牌，发牌，
认牌，麻将机上门安装，批各种眼镜，
牌，麻将，分析仪。 长沙晚报对面上东
印象 B709室 13787110515郑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招
聘
司
机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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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营销全案策划 商业计划书
品牌策划 营销诊断 战略规划
市场调研 融资策划 商机代理
大量高收益项目诚招民间投资
免费咨询：18684815826王会长

中国营销学会湖南分会

好直饮净水机招商
将自来水净化成优质矿泉水， 招各
级加盟商。 电话：0731-84137887

上海拓赢集团招商
拓赢;聚能灶，可帮助酒店厨房燃
气（油）节省成本 30％－50％，中国
商用炉灶节能第一品牌，中国节能
协会推荐单位，现针对市级地区首
次火爆招商， 湖南招商 :0731 －
84696199。 18773116788，全国招商
服务热线:400－000－6896
中国上海： WWW.SHTYJN.COM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不用跑断腿 最终的选择
各类项目投资：房产、水电、林
业、农业、旅游、矿山、交通、酒
店、学校、能源、专利、珠宝等
各行业。 多种投资方式：实业
投资、股份合作、风险资、短期
拆借等。 各种团体： 个人、私
企、国企、上市公司均可。 地
域：无地域限制、全国各地、东南亚
均可。 028-68000128

港货特惠连锁店招商
原装纯进口日用食品美肤 3000余品种系
统化运营效益可观 18673115211 张

民间资金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专业从事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在建、扩建
项目均可，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83453179 18936897179

灯饰配件厂家直发
本厂现有大量灯饰配件外发
加工，纯手工产品，个人、工
厂均可加工。 0760-22327351、
13794180444 www.zsgs28.com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东岸北部 333 号

水博士净水专家
供各式水处理设备 0731-88654766

第一军旅时尚服饰
诚招加盟店及地区代理商
免费热线：4008 801 802
联系人：张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三○三工厂

荣 誉 出 品

Y&M

泰和投资 13755102437
个人专业贷款，款中扣息，不成功不收费

借款炒股 13317310312
月息 1.6-1.8 另诚招各地州市加盟公司

白律师 13975115257
向律师 13657350807专业律师

价格最便宜
85653555特价搬家

牌具超市
扑克分析仪桌上不放任何东西可快、 准报
出每家大小，上门安装无磁万能麻将机，打
四方骰，起手可来好牌，另售各种高科技产
品，传授各种玩牌手法，免费观看，满意再
买（包赢）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酒店电梯上
3楼 319室 电话：13875909017

多功能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衣牌具等13467671788
长沙晚报正对面上东印象 C719室

麻将机
分析仪

湘潭市中心门面转让
地处湘潭核心商业区，临市
中心医院和步步高超市，面
积 120 平米， 经营多年，接
手即盈利 13974937518

独家开发（化学原料变牌）普通扑克、麻
将一摸即变，不多不少不重复。玩斗牛金
花三公牌九字牌， 庄闲绝杀不偷不换任
何人均可学会。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售高科技美国进口隐形眼镜、
一对一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
等（不会不收费）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
座 1405房 刘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13467668666

深圳市瑞银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丁伏华)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焕武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
432301197408192517，声明作废

隋志杰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5612081516，声明作废。

长沙华茂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唐伟 电话 13975107298

注销公告13607480245高
收

酒楼建筑设备
厂房仓库积压

转让 出租

5月10日-11日，2012第十届华人企业
领袖峰会在上海举行， 海内外华人商界精
英共论中国服务业创新。 峰会还公布了首
届“华人服务业创新标杆飞马奖”，香格里
拉酒店、苏宁电器、台湾诚品集团等十家企
业获此殊荣， 苏宁成为家电零售业唯一获
奖代表。

为表彰华人企业中杰出的服务实践
者，峰会特设立了“华人服务业创新标杆飞
马奖”，获奖标准有：在所处细分行业中处
于领导地位；以服务闻名行业，促进了创新
服务业的发展；通过自身努力，使华人服务
的品质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的华人服务业企
业。来自酒店服务、教育培训、物流配送等

各行业的代表获此殊荣， 苏宁电器作为家
电零售业唯一代表获奖。

苏宁坚持服务定位，专注于客户需求，
加大仓储、配送、售后专业人员等服务能力
建设，保障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品质。针
对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苏宁大力推进电子
商务发和乐购仕新模式的发展，形成了Ex-
po超级旗舰店、旗舰店、精品店、邻里店等
多业态与实体零售、电子商务、对公销售等
多渠道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服务是苏宁唯一的产品， 顾客满意
是苏宁服务的终极目标” 的理念深入18
万苏宁人心中，融入苏宁员工的服务行为
中。

苏宁电器副董事长孙为民发表获奖感
言，他说苏宁要实现“去电器化”发展和“科
技转型 智慧服务”：从线下实体连锁向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转变；从单一家电、3C产品销
售向全品类经营转变； 从传统的零售服务
业向科技型、智慧型服务业转变。

苏宁荣获华人服务业创新标杆飞马奖
经济信息

5月11日，广东南粤银行向各界正
式发布更名消息，并发布新品牌标识。
这标志着这家崛起于粤西湛江的城商
银行实现了从地方性商业银行向区域
性银行的转变。

广东南粤银行的前身为湛江市商
业银行，成立于1998年1月，2011年9月
获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广东南粤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广东南粤银
行”。历经14年的发展，该行已成功开设
广州、深圳、重庆、长沙、佛山和东莞等6
家异地分行，49家支行。 资产规模超过

830亿元，员工人数近2000人。
据悉，广东南粤银行多年来致力于

服务中小、小微企业，已形成自有特色。
发行国内首支中小企业区域集优债券，
实现对发债企业及其大批上下游中小
企业的联动开发；推进2012年小微企业
专项金融债的债券发行，通过与核心制
糖企业合作，面向广大蔗农发放农业经
营贷款，以及针对专业批发市场、科技
园、繁华商圈推出的各种类型的金融服
务方案如“商铺通”等。

据广东南粤银行高管透露， 该行

的战略定位是： 致力于成为市场领先
的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综合金融服务
商； 成为中国银行业中创新型新锐银
行。 未来广东南粤银行将依托科技进
步开展产品创新，积极与政府、金融同
业包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租赁公司
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展开合作， 开拓全
新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渠道， 在发行
中小企业集优债、开展银团（联合）贷
款等方面做积极尝试， 在行业内实现
小微金融服务的新突破。

■见习记者 肖志芳

5月13日，母亲节。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党总支书记
柴李军一行来到长沙市第一
社会福利院， 参加由长沙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组织的“庆
祝母亲节暨长一爱心妈妈”
两周年庆典活动。活动现场，
省福彩中心党总支书记代表
湖南福彩捐赠爱心款15万
元，用于帮助该院孤残儿童、

老人救治和康复。
近年来， 湖南福彩始终秉承“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陆
续开展了“福泽潇湘”系列公益活动，
如“福彩帮帮帮”、“感恩潇湘行”、“福
彩心感动”、“福彩助残健康行” 等等，
在三湘大地掀起了“爱心救助，福泽潇
湘”的热潮。省福彩中心党总支书记柴
李军表示，爱心是无止境的，湖南福彩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福彩的宗

旨，奉献着自己的爱心，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方式， 能吸引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加入到各种奉献爱心的活动中来。
点滴爱心的汇集，将融成爱的海洋，就
如同一张张小小的福利彩票， 虽然只
有两块钱，但
却融汇了所有
彩民的爱心奉
献。

■毓哲

湛江市商业银行变身广东南粤银行
发行国内首支中小企业区域集优债券，已在长沙等地发展6家异地分行

湖南福彩向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捐赠15万元

本报讯 网点即开型福利彩票“张家界风光”
系列彩票即将在全省上市，这一票种的推出使我
省拥有了第一款以本土风景名胜为主题的网点
即开型福利彩票玩法。

该系列彩票分为5元和10元两种面值。10元
面值的“张家界风光”奖级10等，最高奖金25万
元，有3个玩法、13次中奖机会；5元面值的“张家
界风光”一套5张，奖级9等，有2个玩法、11次中奖
机会，最高奖金15万元。

此外，湖南福彩将从5月开始至7月31日开展
以“珍藏彩票册 畅游张家界”为主题的活动。活
动期间凡在我省各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张家界风
光”系列彩票（5元、10元）且单票中奖400元（含
400元）以上的彩民均可获得“张家界风光”系列
彩票首发版纪念册一套， 单票中奖1000元（含
1000元）以上的彩民除了获得纪念册外，还将参
加由省福彩中心统一组织的畅游张家界免费旅
游活动。凡符合设奖对象的中奖彩民凭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和中奖彩票到市州福彩中心或县级管
理站办理兑奖登记、领取纪念册，活动登记和兑
奖时间截止到8月3日。

以上活动若因中奖彩民个人原因无法联系上
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参加活动的， 视为彩民自动弃
权。因弃权未参加免费旅游不予兑付现金。 ■张越

买彩票，可免费游张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