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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城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司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王女士，电话 13907329990

注销公告

尊敬的卢浮原著业主：
我司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对卢浮原
著 1-1期已付完全款的业主进行交
房，届时请按照《入伙通知书》提
示内容，带上相关资料前来物业服
务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731-88790078

特此公告
湖南金光华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 5月 27日

卢浮原著交房公告

谢朝晖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00201106430000003414，声明作废。

杨仕清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00201106430000003422，声明作废。

许友良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00201106430000003447，声明作废。

李泽军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证书，证号
00201106430000033644，遗失作废

长沙新净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8 日于长沙市开福
区工商局成立，由谢瑞明担任
执行董事。 谢瑞明 5 月 1 日后
与任何单位及个人产生的一切
业务关系，责任由长沙新净界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特此声明。

声 明

公 告
湘 A64Q25的李小双、
湘ML4967的廖建国：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
未来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
已向你邮寄《行政处罚决定
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
书》 因信件未收取退回，现
我局向你公告送达，请你于
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
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5月 27日

湘 C7A095杨登和、湘 AKW259
袁兆龙、湘 A6E843 叶和清、湘
FF7301 李胜强、湘 AG6D29刘
维维、湘 AW6M59刘丹: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
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决定书》， 逾期未来领取，则
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5月 27日

公 告
公 告

湘 ANX906的黄赐鹏：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扣
押期限决定书》 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
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5月 27日

长沙融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458 号香
堤雅境家园 3号栋 1702房。
联系人：谢志刚 电话：13873170858

注销公告
湖南古汉养生酒业科贸有限公
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3 年 10 月 17 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92837
的营业执照副本（2-2）S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科卓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
代码号 5743350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锋镇桥头铺村马头二组张正
其（已过世）所有的个人建房
用地许可证（望国土字第 0005
222号）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伟（张正其的儿子）

遗失启事

岳阳县公田镇太空网吧遗失岳
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6 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30621000007372;湖南省
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营业场所
安全合格证,证号 43062110000
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县公田镇来上网吧遗失岳
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1
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621000007356;湖南省
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营业场所
安全合格证 ,证号 43062110000
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肯德基东郡餐厅遗失卫生许可
证一份，证号:湘餐证字 2013
001000000218，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亚星，430124198812180026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吉祥人寿投保单号 0000003291
7701001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高瓴电器有限公司税号：
43010209642873X 号国税及地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重达 430103199112030518号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株洲市睿德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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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宇 电话:13973188745

注销公告

长沙海通电气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09年 10月 3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00
00055607;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
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4301117947146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长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308210000103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博智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经全体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注
销，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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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凯通国际城三栋 2 单元 2101
房 。 电话：13607444438 周武军

注销公告

梁宇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5198207303011声明作废。

湖南海融科学有限公司遗失行
政公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汇通拍卖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271
21095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凯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00200808520000008124，声明作废。

芙蓉区环卫局湘 AC3469， 市
财政局湘 A08928，省路桥总公
司湘 A23179 各行驶证。 三替家
政湘 AK9076车牌 1副。 路桥集
团湘 AEH362、湘 AEH336 各登
记证书。 以上均作废。

公示作废

黄国强遗失户口内页， 身份证号:
430102196504270019，声明作废。

袁礼成遗失身份证和户籍卡，
号码为：430524198111081793。
声明作废。

谢辰辰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43100219851215053X声明作废。

湖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娄底
市代表处遗失湖南省民政厅
2012 年 3 月 30 日核发的基金
会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湘基证字第 76-7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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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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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
日前，电子银行品牌近日推出“智慧电子银行”，全面升级网上银行、移动手机银

行、客服中心，将多种渠道的金融服务智慧化，迎合客户习惯的同时无缝接轨时下获
得网民青睐的互联网金融，令广大客户足不出户，便可享受“一站式”金融服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本周一，湖南从事食品加工的小
企业主张先生去华夏银行网点给客
户办理60万元的采购款汇款。银行大
堂经理告诉他，临近端午节，银行办
理业务的客户较多，建议企业主从网
上直接汇款，不仅安全方便，还享受
优惠费率，华夏银行智慧电子银行现
在正对跨行实时汇款实行免费优惠。

张先生一算，60万元， 如果柜台
汇款，需要收取20元手续费。如果网
上汇款，一分钱也不收。太好了！正好
自己也开通了网上银行， 何乐而不为
呢？张先生随即开车回公司，赶紧登录
华夏银行网上银行，不到2分钟就完成
了全部汇款业务。 网上汇款真是方便
又实惠啊！

解决方案： 华夏银行产品经理告

诉笔者， 为向客户提供便民高效的
“金融电子化”服务，华夏银行推出了
“华夏龙网”电子银行服务，不仅向客
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电子银行服
务，还通过提供电子银行转账汇款优
惠等多种形式，鼓励客户选择电子银
行办理业务。

同时华夏银行还推出专为大中型
集团客户资金集中管理而研发的产
品———银企直联。据悉，银企直联就是
通过互联网或专线连接的方式， 将企
业的财务系统或ERP系统与银行综合
业务系统无缝连接， 企业无需登录网
上银行， 直接通过自己的财务软件就
可以享受账户查询、转账支付、资金归
集、信息下载等金融服务。据介绍，与
同类产品相比，既安全、简便，还能为
客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免费】
“华夏龙网”智慧银行，一站式满足企业金融需求

小刘是一名80后，在繁忙工作之
余，他也善于发现日常的生活乐趣。

“手机银行营销活动很多， 操作
起来又方便， 我现在吃喝玩乐全靠
‘小龙人’了！”小刘这样说着，一边给
笔者晒自己通过华夏银行“小龙人”
移动银行刚抢到的免费电影票。

原来，这张电影票来自华夏银
行“小龙人”移动银行“周末0元抢
快乐”活动。由于平时工作经常加
班，小刘很少有时间处理生活上的
琐事，更别提在办公时间去银行办
理业务了。自从小刘遇到华夏银行
“小龙人”，一切生活难题都“一站”
解决了。转账汇款、理财购买、缴纳
水电费、购买飞机票、看电影选座
位 ，小刘都将这些放心地交给“小
龙人”。

解决方案：华夏银行产品经理介
绍，针对消费者在理财及生活方面的
不同诉求，华夏银行“小龙人”移动银
行推出“华夏金融”和“华夏生活”两
大板块， 金融功能覆盖了对本行、他
行账户的统一管理、本行及跨行账户
收付款，以及购买基金、黄金、理财产
品等服务； 生活功能提供便民缴费、
手机充值、 机票购买及在线值机、电
影票实时购买及在线选座、交通罚款
缴纳、 预订酒店、ETC充值等众多服
务，让消费者理财、生活通过“小龙
人”一站搞定。

“作为一个工作忙碌的80后，华
夏银行的‘小龙人’移动银行为我提
供了很多切实的便利与优惠，并且还
能每个周末在手机上0元抢快乐，真
是太棒了！”小刘说。

【便捷】
“小龙人”手机银行，一站式解决客户生活难题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输入银行卡号、电话银行
查询密码、短信验证码就
可以享受各种金融服务，
就像手机上开设了一个
专属于我的华夏银行专
柜！既方便，更安全，私密
性得到很好的维护，微信
银行可谓无“微”不至，应
有尽有。

市民小张拿出手机向
记者分享使用体验，在微信
银行“乐生活”栏目中包含
了最新资讯、 周边网点、我
要贷款和我的建议等功能，
信用卡一栏则有账单与额
度、我的积分、我的优惠等
功能。“最令人贴心的是‘周
边网点’栏目，该功能不仅
可以查询附近最近的3个营
业网点和附近最近的3个自
助设备的信息，还可根据自
己的时间安排，省去排队时
间。”小张说。

解决方案： 据了解，
华夏银行微信银行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便捷、个性
化特性，覆盖了更广阔的
服务范围，为客户提供体
贴入微的用卡体验。它不
仅可以实现账户查询、理
财查询、 信用卡账单查
询、信用卡积分查询等卡
类业务，还可以实现网点
查询， 贷款申请等服务。
此外，微信银行的在线客
服更可实现在线客户咨
询解答，使“微信银行”的
服务可以和网点相比，既
便利又快捷。

【安全】
微信银行，提供一站式
便捷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