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睾丸是制造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的唯一
器官，病情严重将失去男性功能。

国 药 十 六 味 马 蔺 子 丸 【国 药 准 字
Z20023287】采用藏药经典秘方，专药专治睾丸
疾病。主治睾丸炎，附睾炎，睾丸胀痛，肾炎引起
的下肢肿痛，寒性肾病，睾丸结核，阴囊潮湿，松
弛下坠，精囊炎，精索静脉曲张，精液稀少，无精
少精，困乏无力，男性功能减退，全面免疫生精
活精恢复睾丸活力。

国药十六味马蔺子丸成分特有的“净毒舒
睾素”和“散结因子”靶向性直达睾丸深层病灶
部位，有效杀灭睾丸内的病毒，防止复发。 临床
证明； 患者连续服用三到四疗程即可康复男性
功能。

临床证明：1，阴囊潮湿并非肾虚，附睾炎
引发睾管溃烂，精液渗漏，所以潮湿，轻者造成
阳痿早泄，重者导致睾丸结核，形成睾丸癌。 2，
治疗中众多患者错诊，误诊（错将睾丸疾病当前
列腺疾病治疗），乱用抗生素，壮阳药，前列腺
药， 导致病情久治不愈。 只有找对病因对症下
药，才能药到病除，不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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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
专治睾丸疾病 阴囊潮湿胀痛

惠民活动：买三疗程送一疗程
全国免费专家咨询电话
400-7050788

全国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本药品不在网上销售，出现伪劣产品，厂家慨不负责。
订购电话：0731-8511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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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11月28日， 在经过5个
多月的紧张筹备之后，浦发
银行衡阳分行正式开门纳
客。同日，衡阳市政府与浦
发银行长沙分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暨捐资助学捐赠
仪式在衡阳市政府举行。

成立20多年来，浦发银
行秉承“笃守诚信、创造卓
越”的经营理念，良好的业
绩和诚信经营的声誉，成为
中国金融市场上一家备受
关注和尊敬的公司。

浦发银行落子衡阳

11月28日，浦发银行衡
阳分行正式开门纳客。开业
仪式上，浦发银行衡阳分行
与衡阳市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并分别与衡阳市白
沙洲工业园、衡阳市松木工
业园、衡阳市弘湘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衡阳湘江水
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南岳
电控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湖
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衡
阳金化高压容器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外，该行还携手湖南
永通集团、湖南融冠集团共
同向衡阳市希望工程捐款
30万元，资助常宁市西岭镇
平安小学改造项目。

当天，浦发银行总行党
委副书记、副董事长陈辛亲
临现场，与衡阳市政府顾问
陈新文共同揭开浦发银行
衡阳分行的神秘面纱。陈辛
表示，看好湖南强劲的经济
发展势头，希望浦发银行衡
阳分行与衡阳地方加强交
流沟通，广泛和企业家们交
朋友，借助政府搭台，开展
银企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海兵出
席仪式。李亿龙说，近年来，
衡阳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
头，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 新兴产业不断积聚，重
点项目加速推进，城市骨架
全面拉开，主要经济指标实
现逆势上扬，体现了强劲的
增长动力和良好的发展潜
力，希望携手浦发银行开创
衡阳经济新局面。

150亿助力雁城发展

浦发银行衡阳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新成立的衡
阳分行将继续践行“勇闯金
融新路，诚当价值伙伴”企业
使命，立足衡阳、服务衡阳、
发展衡阳，预计未来三年内，
将累计投入150亿信贷资源，
着力支持当地重点企业、重
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新兴
产业及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努力为衡阳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李亿龙表示， 浦发银行
长沙分行是一家实力强、理
念新、 富有特色的股份制银
行，在湖南“两型”社会建设
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希望浦发银行
衡阳分行以签约为起点，放
开手脚、 放宽领域、 放大手
笔， 为衡阳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丰富多样、便捷高效、优质
优惠的金融服务。他强调，政
府将尽最大努力， 提供最优
服务，创造最佳环境，支持浦
发银行在衡阳做大做强，实
现双方互利共赢。

据了解， 浦发银行长沙
分行成立十年来， 保持了快
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良好
局面。 截至2014年10月末，
分行资产总额达到583亿元，

各项存款总额476.2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385.4亿元。分行
下辖23家分支行、21家社区
银行、5家村镇银行， 设有24
家离行式自助银行、51个离
行式自助服务点。 该行现有
员工738人， 平均年龄31.5
岁，是一支年轻化、专业化、
知识化的高素质队伍。

品牌价值稳步提升

浦发银行作为一家较
早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 成立20多年来，秉
承“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
经营理念，良好的业绩和诚
信经营的声誉，让该行成为
中国金融市场上一家备受
关注和尊敬的公司。

在业务发展的同时，该
行始终围绕对股东、 客户、
员工、商业伙伴等利益相关
者承担责任和义务开展工
作， 对于维护社会利益、创
建商业伦理标准，实现银行
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
展作出努力。

日前在沪揭晓的“2014
最佳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
显示，浦发银行品牌价值增
长15%，达169.86亿元，位列
上榜企业第17位，排名国内
银行业第7位和同类型股份
制商业银行第2位。

2014年6月，英国《银行
家》杂志发布世界银行1000
强排名， 根据核心资本,浦
发银行排名全球第44位，位
居上榜中资银行第8位；7
月，美国《财富》杂志发布财
富世界500强排行， 浦发银
行位列第383位， 居上榜中
资企业第81位和中资银行
第9位。
■通讯员 赵书生 记者 蔡平

长沙与浦东
推动金融业联动

11月28日， 上海浦东-长沙金融合作
推介会在长沙举行，会上浦东金融服务局
和长沙市金融办签署了《关于推动两地金
融业联动发展合作备忘录》。 上海浦东新
区金融服务局方面表示，两地可在金融市
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金融开放等方
面进行资源共享和利用。 ■记者 黄利飞

光大银行
完成小微企业贷款目标

截至2014年11月10日， 光大银行长
沙分行国标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60亿
元，同比增幅10%，超全行各项贷款增幅
0.6%，贷款增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5亿元。
今年以来， 该行助力国标小微企业发展，
以产品研发为立足点， 提升审查审批效
率，突出“衣食住行”及战略新型产业的重
点扶持对象。面对小微企业的需求，针对
性地开发了税贷易、抵押加成贷和抵押融
易贷三款小微专属产品，全方位地解决了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通讯员 孙雷 陈翔 记者 潘文秀

国寿长沙市分公司
回馈会员

11月26日，“中国人寿长沙市分公司
新品首发暨会员权益预约会”举行，汪国
真先生与近200名中国人寿会员客户交流
诗词书画，并现场亲笔题词。此次专享活
动是长沙市分公司2015年中国人寿成立
65周年客户服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还推出“财富领头羊 专属鑫如意”会员
专属产品。 ■通讯员 吉琳 记者 蔡平

我省食品流通
行业协会成立

11月28日， 湖南省食品
流通行业协会成立并召开第
一次会员大会。 记者从会上
获悉， 该协会发布了湖南省
第一份食品流通行业《食品
安全自律宣言（长沙宣言）》。
倡议食品流通行业要形成
“企业敢于负责，政府敢于监
管，协会敢于自律”的“三位
一体”模式。所有食品原料行
业、食品加工行业、餐饮服务
行业以及食品相关行业，严
格执行食品安全法规、 标准
和制度。 ■记者 肖祖华

联想
开启新云时代

11月26日， 联想集团华
中大区在武汉举办了以“新
云力量” 为主题的企业级解
决方案发布会。 在此次会议
上， 联想集团不仅展示了行
业解决方案以及云计算平台
应用， 同时也全面展示了
thinkserver 服 务 器 以 及
system�x的产品方案， 联想
新云时代全面开启。

■记者 黄文成

华润万家
举办生鲜嘉年华

11月28日， 华润万家第
五届“生鲜嘉年华”主题活动
落幕。在该项活动中，华润万
家组织了“五星级厨房”评
选、员工生鲜技能大赛、美食
达人煮食比赛等活动。 在员
工生鲜技能大赛中， 来自华
润万家湖南公司华城世纪店
和华润万家湖南衡阳公司的
选手分获水产项目和小炒项
目的冠军。 ■记者 朱蓉

“金太阳”杯
垂钓赛落幕

近日， 由灰汤县金太阳
现代休闲农庄主办的第二届
“金太阳”杯垂钓邀请赛顺利
闭幕， 来自省内外的186名
垂钓爱好者在金太阳竞技池
经过了4场激烈角逐， 汤四、
刘峰、 冯建伟分别斩获冠、
亚、季军，冠军汤四还获得由
主办方提供的8000现金奖
励。
■通讯员吴子西记者潘海涛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推出客户专享活动

今年，渤海银行长沙分行不断加快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 得到广大市民的信赖和支持，为
感恩回馈客户，该行推出系列专享活动。

一是推出“渤海惠生活， 半价定杂
志”、“渤海观影季，8元看大片”活动，渤海
银行卡用户可在2014年11月1日-2015年
1月31日登录蜘蛛网畅享五折定杂志、8元
看2D电影、16元看3D电影等优惠活动。二
是“双12”网购积分加倍送。三是携手途牛
网重磅推出渤海旅游季之冬日恋歌第一
波促销活动，凡该行客户在2014年11月24
日至11月28日在途牛网8周年大促专区成
功预定巴厘岛、普吉岛、马尔代夫等指定
路线，即可享最高立减1100元优惠。四是
组织社区感恩大回馈，辖内社区支行携手
辖内社区、物业相继开展“健康跳出来”、
“呵护口腔、健康人生”、“钟意美食、中意
理财”等主题活动。五是通过微信平台推
荐该行主打理财产品，帮助客户实现资产
增值。 ■通讯员 熊芳 记者 梁兴

浦发银行衡阳分行开业

三年150亿助力雁城发展 资讯集装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向衡阳市希望工程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