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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国家首批九
大“国家广告产业园区”之
一、中南区域唯一的长沙（国
家）广告产业园（简称创谷）
开盘。 用创意书写产业蓝图
的创谷， 逾亿元扶持资金为
园区中小企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

“中小企业起步难、 起飞
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
创谷凭借项目多方面的优势，

为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起步、
起飞的绝佳平台。” 湖南天信
文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常
晨表示，创谷的优惠政策为企
业家提供了实现梦想的优沃
土壤。

不仅国家财政部和国家
工商总局安排现代服务业专
项扶持资金8000万元， 长沙
市政府安排企业扶持资金
5000万元， 创谷还安排专项

孵化资金2000万元，采取“市
场运作，政府补贴”方式用于
建设和运营企业孵化平台，并
安排贷款专项风险补偿资金
1000万元，设立园区的“小微
企业资金池”以扶持企业做优
做强。

据了解，创谷在第一波营
销活动期间，购房享每平方米
200元的补贴政策，政府对创
谷逾亿元专项扶持资金。

除各类专项扶持资金外，
企业还对园区内已经进入上
市辅导期并列入省重点后备
上市企业资源的企业， 给予
100万元奖励；对成功上市的
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
励。

创谷开盘，引发了市场强
烈反应，开盘当天即售106席
写字楼。

■记者 桂思雨

10月29日晚，湘江西岸渔人码头所在
的滨江一线灯光璀璨、乐曲激荡，来自长
沙十家顶级酒吧的歌手轮番登台，让近千
名现场观众在美酒和音乐的陪伴中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夜。最终，长沙乐巢
酒吧参赛的选手吴芳获得了“渔人码头湘
江酒吧狂欢节暨PUB星声争霸赛” 总冠
军，并领取了8万元现金和300万元租金补
贴的冠军大奖。

据悉，本次比赛采用淘汰制，分为初
赛、复赛、决赛三部分，赛程从10月15日开
始，持续近半个月。决赛当晚，长沙电视台
对赛事进行了全程录制，内容以酒吧歌手
现场演唱为主， 融入各个酒吧特色演出，
并通过各行业精英、媒体从业者、时尚达
人、夜店大咖等50人组成大众评审投票选
举出冠军。

长沙渔人码头作为长沙首个滨江情
景旅游商业项目，地处岳麓大道与潇湘北
路交会处东北角，南与裕湘纺纱厂门楼相
邻，西为潇湘大道，北接施家港水上乐园，
东邻湘江，是滨江新城核心区一个贯穿城
市交通要道的黄金十字路口。项目以缔造
中国滨江情景式商业新范本为目标，将欧
洲风情融入环境，打造成为一个集精品购
物、休闲旅游、特色餐饮、时尚娱乐等多种
元素于一体的一站式情景体验商业。

■记者 刘婞

在长沙商业地产向未来
迈进的过程中，老火车北站迁
移带来的1828亩城央珍贵土
地，被亲切地称为“金融生态
核心区”。10月19日上午10
时，这片不断吸引着金融机构
扎根进驻的土地，再度迎来利
好： 华创·环球金融中心———
区域内首座地标级写字楼，正
式封顶。

经过303天的日夜奋战，
华创国际广场定位为“环球金
融中心” 的写字楼2号栋顺利
实现结构封顶。随着最后一斗
混凝土在2号栋写字楼顶层
浇注完成，芙蓉中路北段鞭炮
齐鸣,彩焰腾空,写字楼作为
华创国际广场重要的业态之
一，华创·环球金融中心2号栋
138米写字楼按计划顺利实
现结构封顶。

据悉，华创国际广场总用
地面积58亩， 项目总建筑面

积为30万平方米， 是长沙金
融生态区率先启动的首个顶
级城市综合体示范性项目。规
划华创·环球金融中心国际
5A甲级写字楼， 包含超高层

两栋、高层一栋，高度分别为
300米、138米、100米；另有商
业裙楼一座，规划功能为光华
里国际时尚步行街和翡丽环
球奢侈品购物中心。 而华创·

环球金融中心写字楼集群包
括1、2、3号栋写字楼， 预计
2015年华创国际广场除1号
栋外全面实现开业。

■记者 刘婞

渔人码头湘江酒吧
狂欢节完美落幕

长沙广播电视集团和长沙渔人码头置业
有限公司领导共同为冠军颁奖。

“创谷”逾亿扶持资金助力中小企业

金融生态核心区再添新地标
华创·环球金融中心138米写字楼封顶

华创·环球金融中心2号楼最后一斗混凝土正在浇注。

范珂，身份证号码: 43052419
9506280038遗失湖南省德思
勤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市地方
税务局预收款专用凭据一张，
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发票号
码: 60000426 ,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实惠图文经营部
遗失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张，
发 票 代 码 :143001410128， 发
票号码 :00418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洋寿险湘西中支遗失下列单
证 （单证代码：3000031 年份
(2013 ) 单证名称：安贷宝意外伤
害 保 险 （B 款）。 号 码 段 ：
298941 -298942，2 份。 298959 -
298962,4 份 。 299045 -299047,3
份。299089-299090,2份。299142-
299142,1 份 。 299148 -299148,1
份 。 299156 -299160，5 份 。
299163 -299170,8 份。 299237 -
299240,4 份。 299247-299260,14
份。299270-299270,1份。299281-
299300,20 份。 299681-299685,5
份。合计 70份，现特此声明作废。

2014年 10月 31日

遗失声明联系电话：400-088-7879

批发纱窗，晾衣架

有资金寻项目合作：全国连锁，
诚信服务。 投资：房地产、矿业、
电力、新能源、交通、酒店、医院、
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等。
电话：028-61100198、13076056777

宏玮投资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东塘平和堂 1014室）
18175129977、15387496887

小额快贷金
本

咨
询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
（一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
资金困难，手续简单快捷，全
国直投，项目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各类企业， 个人项目投
（融）资：各类在（扩）建工
程，农牧林、房地产、交通、
商铺、土地、能源等项目。
财团规模资金寻项目合作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困难

创元融汇

028-6800 0003
全国直投、手续简单、放款快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大额资金寻项目诚信合作、各
型企业、 商户实体★项目借款直
投矿业、交通、林业、农业、酒店、
地产业(在建、扩建、新建工程)各
类项目投资。 24 小时在线电话
028-84444405 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东大街 100号 A座 19层

四川汇雁全国直投
项目借款

诚信快捷 聘商务代表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 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凭身份证办理,利息低，下

款快 18322337510王经理快速贷款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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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8000098

正大恒兴投资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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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无抵押免担保 （5-50W）办
信用卡 18890365423 下款快贷款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万能遥控程序麻将机免安装包自摸
扑克字牌分析仪玩斗牛开船等庄闲
包赢.进口隐形眼镜看透跑胡子扑克
麻将.长沙火车站凯旋 A2005室

牌王科技

13755058383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搬家 回收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移动电话火爆招商
十大朝阳行业之首一移动电
话。 一天一元钱，省钱更省心。
电话：0731-88030345，18073263005

海融投资

028-68081083 68081093

大额资金支持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利率低，轻松
解决资金困难（区域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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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股票合作送一万
配资月息 1分 13574880747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健康重感情
有上进心男为夫，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10771629 本人接听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速办各大中小企业贷款，50-
5000万低息贷款， 个人周转，
小额当天放款， 无抵押担保，
外地可。 18551812466高经理

财团直投

公告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