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冻猪手被检出瘦肉
精，日本神州一味噌被检出可
致癌的砷超标……日前，国
家质检总局公布，10月份共
查获287批次不合格进境食
品，涉及17类产品，来自34个
国家和地区。 ■据南方日报

【点评】进口食品安全问
题同样令人担忧。

自2012年底以来， 高端
餐饮的寒冬仍在持续。 中国
烹饪协会日前发布的全国餐
饮分析报告显示 ，2014年
1-10月， 高端餐饮持续波动
于正增长与负增长之间，或
反映行业“寒冬”仍未远离。

■据北京商报
【点评】 高端餐饮大众

化，也使消费者受益。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聘 KTV业务精英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

舒成毅遗失位于芙蓉区晚报大
道 518号佳兆业时代广场 3栋
701房凭证号为 0002781702的
维修资金缴款凭证第一联，及
本房的契税票第一联，票号:0
1019124，声明作废。

湖南省懿昕节能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3 年 3 月 2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2）S 遗失，
注册号 4301050000890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栗县万和科技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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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电话：18573186867
地址：上栗县金山镇金山村

注销公告

鑫合玖尊商贸有限公司诚聘：
董事长助理：精通本行业，工资
面议、待遇优厚；区域经理、业
务员：年薪 10-50 万，可兼职；
促销员：底薪加提成。
电话：0731-84623578
挑战目标 承担责任 分享收益
地址：长沙市劳动东路新城新世界 B6栋

英博金龙泉啤酒

公告声明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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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百胜牌具◆

15974277277五一新干线
www.15575978880.com

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5673189441代办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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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度高，下卡快。
详情：18674863325专业代办信用卡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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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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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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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信用卡10-50W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875816766

自有大额资金全国直投、可
合作项目低息快捷、无抵押、
非诚勿扰（诚征代理）倡珉

大额直投●贷款

18623080456

咨
询

重庆市渝中区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代办大额信用卡额度高 ，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无抵押低息贷款凭身份证办理，下款快，
办理信用卡 13036797211

省内项目找有资质实力的共同承
包。 请联系：18374875188陈总。

[土方基建寻合作者]

低息无抵押贷款另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8684789385

代办 5-50万信用卡快速下卡，手续简
单 18569031723

专业代办大额白金信用卡 10-100万，
前期无费用 15616011400

锰铁加工手续齐全保险厚利，诚
求 10 万以上资金合作共赢，保
本利年内丰厚 18153342738

快富发财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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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专业牌具加工定做
批各类扑克字牌筒子牌九骰子。
最新实战高科技牌具 15802656588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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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合作送一万
配资月息 1分 13574880747

联系电话：400-088-7879

批发纱窗，晾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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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招生 招聘 湖南省民间创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芙蓉区分公司遗失长沙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8月 1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0000189488。 另 遗 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4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
代码号 :39564586-5。 遗失湖
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2014 年 10 月 13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2395645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海龙身份证、驾驶证、行驶
证、己遗失; 驾驶证、身份证
号码 430121198108151059 行驶
证所有人:刘海龙、东风雪铁龙
牌 DC7165BTA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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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点播
￥

柴米油盐
￥

“水十条”有望本月出炉 投资规模2万亿

继“大气十条”后，我国又一项重大污染防
治计划———“水十条”即将出台。12月10日全国工
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可能将会在本
月内出台。预计将带来2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高于
“大气十条”的1.7万亿元。 ■据每日经济新闻

【点评】 给环保板块带来重大利好。

中国十年内拥有全球最大国内航空市场

空中客车发布最新航空市场预测称， 由于城
镇化和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性动力， 在国内航空客
运量几乎十年翻四番的基础上， 未来10年我国将
拥有全球第一大国内航空市场。据介绍，过去10年
间，中国人均收入高速增长带动消费，而未来私人
消费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 ■据新华社

【点评】 内需将成为GDP重要动力。

我国拟提高烟税及价格

国家卫计委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国控烟形势及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 卫计委新
闻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国家卫计委还将推动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和
价格，以期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 ■据楚天金报

【点评】 减少烟草危害，同时也增加税收。

有多名知情者透露，日
前国内某知名银行已经达
成相关协议， 将以约6亿
美元的价格购买位于曼哈
顿第四十街和第六大道交
会处的名为“布莱恩特公
园7号”的28层在建玻璃幕

墙写字楼。 这是中国企业
在全球商业房地产领域的
最新一笔投资。2013年年
中以来，中国投资者，尤其
是银行、保险、地产等机构
投资者， 开始在全球物色
高端地产物业，出手阔绰，

购买的几乎都是当地的标
志性建筑。

■据都市快报

【点评】 印证了中国企
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
化这两大重要经济走向。

中国土豪爱买全球标志性建筑

今年以来， 由于资金面整体宽松，市
场上的借贷月息基本上持平在3%~4%左
右。但进入12月以来，年关结算潮开始催
旺民间借贷市场，贷款利率已大幅飙升。
据一位民间借贷资深人士透露， 目前的
行情在6%~8%左右， 综合年化成本达
72%~96%。“现在甚至月息去到10%都有
人借。” ■据广州日报

【点评】年底利息高，风险也提高了。无
论是放贷还是贷款，都要找正规公司。

美国进口猪肉
检出瘦肉精

民间借贷月息飙至10%

12月10日，保监会网站公布《互联网
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其中对于保险公司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
跨区域销售提出规定，指出高现金价值的
人身保险产品、机动车保险产品不得将经
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 自治
区、直辖市。

■据广州日报
【点评】监管发力，意味着互联网保险

的现状有望改善。

保监会监管
互联网保险产品

【大佬说话】

【商业纵览】

“双12”又至，电商开始新一轮促销。不过，电商
不正当的促销手段有望于近日被国家工商总局明令
禁止。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获悉，日前公布的《网络
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
稿)》 有望于近日执行。 该规定拟禁止电商以虚构原
价、虚假优惠折价等6种不正当手段促销。

■据东方早报
【点评】网购将更有保障。

6道红线下
“双12”网购战打响

CPI创2009年11月以来新低，PPI跌幅进一步扩
大，通缩预期已显著提升。从5月份以来价格持续下
跌，目前已成趋势，本月价格数据进一步恶化暗示通
缩风险在急剧上升。 我们预计降准政策并非当下最
优选择，当前政策仍将主要通过逆回购、SLF/MLF等
形式温和对银行间市场及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资
本市场暴涨暴跌行情有所缓解后， 降准政策有望出
现。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

降准并非
最优选择

高端餐饮低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