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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

18711181699

新泰牌具

长沙人民路融圣国际
2 栋 31 楼友阿百货旁

售各类高科技产品以打场为
主，请放心购 买不会不收费！

扑克，麻 将，字 牌实 战技术，百
人围观无破绽！ 包教包会包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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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诚信、
专业、简便（房地产、矿山、电
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等各类
新建项目）区域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轻松解决资金困
难。 电话：028-68807555

发亿投资

小额贷款当面签约放贷，另代办：
信用卡 13187053602

信用卡咨询可上门服务
13874860360

诚招各市、县代理。 15111260700
POS机招代理商

人民路广物大厦旁 68m2 13974898831
市区小户型现房优转

临街十字路口超市转让
开福区湘江世纪城十字路口拐角
113m2 超市转，营业中。 13723874109

转让 租售

星沙写字楼出售
300-3000m2 自由组合，独立产
权首付 3.5成起， 即买即入驻。
【星沙壹号】 T:86159999

2698元/m2 起，华天附近

公寓式酒店优转 18670756088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总价 35万买两房，总价 28万买
舒适一房。 18974883788张

梅溪湖精装学位房

纯手法专打高手超我奖 5万，代玩。
麻将扑克15873180989代办高额信用卡

联系电话：0731-83881282

贵州酶豆腐 玉米花招代理
湖南各地区 13733564824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最新 K3扑克分析仪可动态抓牌、牌
变型、斜放、上下弯、中空识别速度
提升十倍。 另传授各种扑克、麻将、
筒子绝技。 一对一黄光透视镜、变牌
衣包、透视杯碗、加工各类透视分析
扑克。 万象新天 4 栋 2 单元 808

顺昌牌具

18373111313
凭工行工资卡即可办理银行
最低利率 3厘。 18711189962

咨
询工资卡贷款

筒子绝技， 随意打色要几打几，拿
八点以上。 普通扑克认牌，变牌控
牌绝技麻将神手，一人对三人快速
认牌听牌，随意变牌自摸。 扑克分
析仪，桌上无需放任何东西适合各
种玩法，庄闲通杀，透视眼镜，变牌
戒指等上千种产品。程序麻将可上
门安装。 万象新天 3栋 606

尖端牌技

15211149696

代办信用卡 5-50万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564724768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网络 POS机
费率 0.3，5分钟到账。 咨询：18229804252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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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POS机零门槛招商封顶费率积分机
18674390704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代办大额信用卡15173132068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澳门牌具
最新尖端科技独家产品, 普通扑克分
析王感应麻将、金花、三公斗牛。 桌面
不放任何东西，把把包赢，最新一对
一高清博士伦可看清扑克麻将、字
牌，上门安装麻将机、程控，起手听
牌，专业批发麻将扑克变牌器等各种
高科技产品，传授各种玩牌绝技。

18873100222
五一路银河大酒店 1468房

十年
老店

无抵押、无担保、款到
付息 15211020569快速贷款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大小项
目融资借款， 数目不限，汽
车、房产有价证券，抵押借
款。个人信用借款，利率低、
放款快、保密可靠。另：高薪
聘请商务代表，可提成。

湖南龙正投资
大小项目融资借款

0731-85148672
13975833395

联系
电话

地址：高桥大市场现代商贸城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信用快贷咨
询

88706076、15116151535

简单手工工厂直发 大量简单
手工产品急寻合作，现金结算
长年供料电话 076028129973
www.qngj28.com

工厂直发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搬家 回收

信誉放款无抵押无担保，当天放款
18711093863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每个城市仅有一个机会
●国内首创线上线下结合营销模式；
●小投资 ,大回报 ,没经验照样挣钱；
●持久稳定获利 ,“保姆式”市场扶
持体系。 抢财热线:4000285808

专业办理各类企业流动资金，启
动资金，财团直投，速度快，手续
简。 服务宗旨:与大中型企业同
步发展， 和中小型企业共同进
退。 高薪诚聘全国业务代理。
025-66667527 13182990222

江苏东盛投资

速办大、 中小企业及个人融
资借贷，额度大，时间短，外
地可咨询 13770627732

财团直投

6 年科技攻关， 已投入 1100 万
元，22 项发明专利，国际 PCT 专
利， 生物质 6 小时转化成油和氢
炭。已在平江和浏阳建厂，年投资
回报率 30%以上， 诚邀投资商。
咨询电话：0731-88271772
肖总：13873187803 地址： 长沙市
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 A 座 1122

股权融资

网址：www.hncztny.com

银行无抵押贷款
费用低至 7厘 8。 0731-82555168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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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
热线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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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国开行试水“住房银行”

中国版“住房银行”终于
将变为现实。7日， 记者从国
家开发银行获悉， 国开行正
组建住宅金融事业部， 用以
专项开展棚改等保障性安居
工程业务。

国开行表示，住宅金融事
业部将实行单独核算， 采取
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
项债券， 向邮储等金融机构
和其他投资者筹资， 重点用
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
等相关工程建设。国开行还表
示下一步要创新融资方式，按

照国家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工
程建设规划和资金需求，根
据每年工作安排，确定“住宅
金融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业内人士称， 上述信息
至少分为三个层面解读，第
一， 国开行将成立事业部制
式的专门机构， 用以棚改及
城建融资；第二，该机构融资
方式采取市场化方式， 即发
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第三，
专项债券融资对象为“邮储
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

■据京华时报

如果把2013年称作“期权仿真
元年”，那么2014年将是“期权落地
元年”。日前，上交所公布了2014年
工作部署，提到要“全面做好个股期
权产品各项准备工作，继续推进衍
生品市场战略，积极发展衍生品和
创新产品。”对于个股期权，上交所
特别强调，要“全面做好个股期权产

品各项准备工作， 进一步完善个股
期权运行配套机制。”

信达期货高级分析师崔语言认
为，个股期权推出后，对于风险偏好
型的投资者而言， 个股期权的杠杆
效应则可以帮助其实现“以小博大”
的目的。

■据证券日报

对未来房地产
或有较大影响

国开行此举被视为中国
的“住房银行”。西安交通大
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李富有
表示，“住房银行”开始筹建，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
城镇化的步伐， 对未来房地
产市场的影响较为深远。

李富有分析， 目前在房
地产风险较大的背景之下，
不少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将资
金贷给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
安居工程。同时，这些工程还
款周期较长， 商业银行不愿
意给这些“利润低、风险高、
还款周期长” 的项目进行贷
款。这种背景下，担负着政策
义务的“住房银行”便顺应而
生。 ■据东方早报

国土部鼓励
养老用地租赁供应

用地难一直是困扰养老
行业的一大问题。日前，国土
部召开的第七次部长办公会
议提出，应将养老用地纳入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营利性
养老用地，应以租赁、出让等
有偿方式供地，为降低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成本，要鼓励以租
赁方式供地。 ■据北京商报

解读…

链接…

今年将成“期权落地元年”

记者获悉，有关部门已批复云
南省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直接交
易（直购电）试点的输配电价。业内
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云南在全国率
先探索电价市场化，在云南省内水
电以更合理价格输出的同时，大工

业用电成本有望下降。 实际上，根
据年初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14能
源工作指导意见》，我国将在云南、
内蒙古等省区开展电力体制改革
综合试点。

■据中国证券报

电价市场化开始试点

… 政策

据国家质检总局消息， 中国将
允许大规模进口巴西玉米。 中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称， 巴西
玉米获得出口中国的检验检疫资
格，自3月31日起允许符合《进口巴

西玉米植物检验检疫要求》 的巴西
玉米进口。 此项协议标志着中国在
力促玉米进口多元化的道路上迈出
了新的一步， 目前中国超过90%的
进口玉米来自美国。 ■据证券时报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发布 减按50%计征

8日， 财政部网站发布了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根据通知，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
延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

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
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据证券时报

中国将允许大规模进口巴西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