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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招聘
【公司简介】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国有
独资企业，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 50 亿
元，全国拥有超过 160 家证券营业网
点，2015 年被评为 A 类 AA 级券商。

创新业务总监:
岗位职责:负责各类协同业务开
展，资管业务，投行业务等等
岗位要求：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2、 具备证券从业资
格；3、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优先；
创新业务岗：
岗位职责：配合创新业务总监完
成各类协同业务文案工作
岗位要求：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2、 具备证券从业资
格；3、注册会计师和律师优先；
二级网点负责人：
岗位职责：全面负责营业部的筹
备建设以及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根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制定营
业部的整体业务计划，完成公司
所要求的业务指标和管理目标
岗位要求：1、 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2、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
公司团队管理、业务开拓工作经
验或 3 年（含）以上金融领域工
作经历，如在客户资源等方面具
有优势，可为营业部在业务开拓
或资产引进等方面创造实绩的
（须在试用期内约定相应业绩考
核指标），可适当放宽本条件限制。
投资顾问、理财经理：
岗位职责：负责客户日常咨询及
维护工作；跟踪分析客户的交易
和收益情况，提供个性化投资建议
岗位要求：1、 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2、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3、有
客户资源和证券、保险、 银行相
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互联网金融岗：
岗位职责：负责营业部各项互联
网金融工作的策划，宣传
岗位要求：1、 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2、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3、熟
悉互联网的推广及策划宣传

中国中投证券长沙招聘

招聘电话：0731-82235722、
151 1147 7272 张经理

注销公告
长沙铜官舒艺陶瓷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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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进，电话：15388925608

注销公告
长沙市贺家湾工业投资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王伯军，电话 13723899028

注销公告
长沙赢轩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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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亮，电话:13272455731

遗失声明
长沙侗湘韵餐饮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2 张，发
票号：02088208、02088294，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祥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拟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公司
已成立清算小组，请有关债权
人于 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
项。 联系人：刘星星 13927330749

遗失声明
茶陵县正合营销策划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 9143
0224352857489F，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铂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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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汪远志，电话：18971186168。

注销公告
长沙新百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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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娇，电话：13787138848。

注销公告
湖南万达富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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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浒，电话：18900739088。

注销公告
长沙凯祥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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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清，电话：15607949916。

遗失声明
长沙赛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一式三联）1 份，发票
代码 143001510338，发票号
码 016166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建筑施工管理安全监督
站遗失湘阴县地方税务局 2006
年 12 月 22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30624K284404
6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媛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詹金含，电话 13631696119

遗失声明
湖南东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55530090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圣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饶威，电话：18684995968

注销公告
长沙华畅航物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勇，电话：13687388540

遗失声明
湖南美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
务局 2013年 11月 1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5
597563059，声明作废。

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高薪诚招驻地商
务代表）18856922273 樊经理
邮箱：18856922273@163.com

安徽豪润投资

永拓投资借款
本市户口凭身份证当天放款，
无抵押（天佑大厦 2801 室）
火车站阿波罗商场对面
85526365、15073122992

咨
询

好项目 我出钱
按出资比例分红或项目等抵
押借款、面向全国大额投资。
高薪聘请驻地商务代表。

TEL：023-63300077
本 广 告 长 期 有 效

公告声明

招商、理财咨询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便民搬家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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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及个人投资借款（房地
产、工程、矿业、能源、种养殖
业等优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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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6000068

大额资金 投资借款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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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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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图案，加我微信

韩艺家
HAYIJA

加盟商小投资，快回报，养
生馆 13657498063

五粮液股份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想做白酒生意发展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浓香型,品质优异，尤
其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等。 价格低廉，大众消
费，各门户网站正在播映“福喜迎门”喜剧微电影
以及支持广告费、门头装修、业务员工资等丰厚市
场政策支持，现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加盟 QQ：159815698 15981592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华都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正兵,电话 13789008920

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于16日
迎来它的“盛大开幕”。作为全世
界第6座、 亚洲第3座迪士尼乐
园，上海迪士尼乐园自筹备以来
就备受关注，而这家“洋”游乐场
能否顺利被中国市场接纳也成
了其开幕前的一个大悬念。

凭借迪士尼动画在一代又
一代孩子心中的影响力，从
1955年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开园
以来， 迪士尼乐园就逐步成为
迪士尼集团最大的“摇钱树”之
一。然而，细数已经投入运营的
5座迪士尼乐园，却无法都冠以
“成功”二字。

文化差异导致连年亏损

1992年4月，迪士尼乐园首
登欧洲大陆， 以欧洲迪士尼乐
园为名在巴黎市郊开幕。 开业
二十多年来， 欧洲迪士尼乐园
（后改名为巴黎迪士尼乐园）盈
利的年份屈指可数。

巴黎迪士尼为何难以盈
利？专家认为，除去早期经营成
本超出预算、盲目扩建等原因，
游客园内消费低也是重要原
因。较美国迪士尼的受众，巴黎
迪士尼主要面向欧洲游客，这
批人与大西洋彼岸有较大的文
化和消费习惯差异。

法国一直秉承文化例外原

则， 公众对迪士尼乐园一度有
敌视情绪；此外，欧洲游客相较
亚洲游客，购物意愿并不强烈，
加之受金融危机影响， 园内人
均消费一直在低位。

本土化经营带来意外收获

位于亚洲的东京迪士尼乐
园与巴黎迪士尼的经营状况截
然相反。

东京迪士尼乐园修建于
1982年，开业后立即取得巨大成
功。有媒体爆料，即便受到2008
年金融海啸影响，东京迪士尼乐
园当年依然创下入园人数历史
最高纪录， 纯利润高达180亿日
元（约合11亿元人民币）。

分析人士认为，东京迪士尼
成功的原因是该乐园不由迪士
尼公司直营， 而是与日本Ori-
ental��Land公司签约， 授权后
者建造经营，所以从运作方式到
服务内容都实现了本土化。

即将于16日开幕的上海迪
士尼乐园经营状况如何还是未
知数。旅游业内人士坦言，就中
国人口数量和购买力而言，上海
迪士尼的营销前景十分可观，但
优质的顾客体验、良好的服务态
度以及面对问题时有效的解决
途径才是检验乐园是否“成功”
的重要标准。 ■据新华社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6月1日
与到访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扎
希德会谈时提出， 希望在连
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马新
高铁计划中采用日本的新干
线技术。就在一周前，中国铁
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在吉
隆坡也表示， 希望与马来西
亚就马新高铁加强合作。

规划中的马新高铁全长
约350公里， 设计时速300公
里， 该铁路是东南亚地区最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之
一，预计投资约为120亿美元
至150亿美元。

从技术、 经验等方面考
虑， 中国和日本已成为竞争
的大热门。有专家表示：“日
本经营新干线多年， 技术成
熟， 给人的传统印象是比较
安全。但中国高铁后来居上，
建设速度快、涵盖面广、造价
相对便宜。 马来西亚目前难
以取舍。” ■据新华社

米老鼠“水土不服”，特例还是通病？
法国：文化和消费习惯与美国差异较大 日本：从运作方式到服务内容都本土化

马来西亚：
中日高铁竞争又一站？

在国际油价持续回升的大背
景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各成
员国石油部长定于2日在维也纳举
行会议。 欧佩克内部消息人士透
露，会议将再次协商为各成员国原
油产能设定上限，不过伊朗可能对
这一提议提出反对意见。

欧佩克拟再提
产能“冻结”？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1日
宣布， 这家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向美
国打车软件公司优步投资35亿美
元，以发展多样化经济，降低对石油
收入的依赖。除投资优步，沙特最近
还宣布将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立
一家合资企业。

沙特投资优步
35亿美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6月1日发布报告，称加拿大政府应
给多伦多和温哥华过热的房地产市
场降温。 报告未具体说明加拿大应
采取哪些措施。 ■均据新华社

OECD要加拿大
给楼市降温

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夜景。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