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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超市

�������本部诚招星沙、浏阳、望城

分类广告代办点，代办条件优厚。

本部诚招客服文员、广告业

务员，欲享受自由工作且能挑战

高薪者从优。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招商、 招聘

热线：84464501、15974200300

QQ：1486496459

招商、招聘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长臂液压炮机转让

（专拆旧房）。 电话：13873254908

转让 出租

岳阳天力商城整体招租

天力商城地处岳阳市商业核心

区—泰和商业大市场中心。 是集

购物中心、商品批发零售、休闲

娱乐、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发布地。

总建筑面积 18226m

2

。地面三层，

地下一层。 可整体或分层整层招

租。 招租热线：13975052901 高

茶艺棋牌室出租

40万m

2

大型社区、环境优雅 13973126918

含浦大型量贩 KTV转让

高校密集区客稳设备齐装修新证照全

15575967484、13469088899

邵阳大学食堂转让

1500m

2

精装修盈利中。 13975978695

汽车维修厂出租

南二环线定点维修企业。 13973126918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娱乐设备

上门建厂 产品回收

由武汉金火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

产的机制木炭机，设备自动化，产量

高，质量好。用农林废弃物如：秸秆、

锯末、树枝、花生壳、棉秆、杂草、生

产的木炭，热量高、上火快、燃烧时

间长、 无烟无味。 现对外火爆招

商。 咨询电话：027-88419987

短信：15337285459

养猪不如养竹鼠

一、饲料成本低：主吃竹子、玉米杆、甘蔗等粗纤维植物。

二、劳动强度低：一人可饲养 600只-800只。

三、经济效益高：目前市场上竹鼠（活体）每公斤 140-220元。一只三斤

左右的竹鼠可卖到 210-300元，而饲料成本仅不到 20元。

四、繁殖率高，一对成年竹鼠年产仔可达 10-20只，易饲养，设施简单，

饲养技术易学，规模化养殖，年利可达 100万。 只要有闲置的房屋、猪圈、地

下室、或废弃的学校、厂房、仓库都可饲养。 是一个新兴的富民项目。

五、物以稀为贵，民以食为天。 竹鼠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由于人

工滥挖滥捕，野生竹鼠日益稀少，价格不断上涨，为了保护野生物种，国家

鼓励人工养殖，但很多养殖户苦于不懂养殖技术，现在我公司组织专家教

授传授竹鼠人工养殖技术，并可在我公司竹鼠繁养基地实地学习。

湖南金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长沙马坡岭<隆平高科技园>省农科院

乘车路线：长沙火车站乘 110路公交车到省农科院下即到

详情咨询：0731-84824548、15211056955、13037320753 杨小姐、郭老师

神奇变牌器

售不限光扑克、多功能扑克分析仪、

程序麻将机、变牌器。 13507434677

授牌技

自有大额资金急寻项目投资合作

〈区域不限〉多方式灵活运作

电话：028-65554088

亿高投资

江浙民间资金

急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借贷。

电话：025-81589994 航美投资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传真：84464801 QQ：602058576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 13个 6号字（多行按此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刊登热线：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13507456730

好运牌具

厂价直销多功能语音报牌仪， 专业

安装四口麻将机，各种实战牌具，授

牌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万发

83995897

搬家搬货 空调拆装

永发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4712408

84765532

我省首家珠宝工艺礼品厂

诚招

代理

湖湘特色礼品 0731-87817989

定制批零各类开业会务·家居风水

招生 招聘

5 万元创业当老板 ，健

康产业加盟 18971113158

聘

收入丰厚

13808489611

诚聘男女公关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搬家 回收 家政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

驾培行业“质量信誉” 排行第

一。 学员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

一车，计时训练，随到随学。

红旗区 85360001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南宁卡赛 手工外发

现有大量手工外发，免收定金、押

金，并可预付 10%-40%加工费，

欢迎前来考察、洽谈。（本广告长

期有效） 免费电话：4000999085

公司网址： www.nnksmy.com

全省招商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各种高科技。火车

站天佑大厦 2014室，包学包会！

澳 华 投 资

自有资金 低息贷款

各类企业、项目贷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等区域不限。 028—68800009

成都市顺城街招商银行 19楼

保姆、钟点工、搬家

专业卫生。 85863997

家政公司

票务 驾校

智上投资

企业、个人、电站、林业、养殖、农

业、有色金属 、矿产、房地产等

投资、 融资、 免抵押区域不限。

成功收费。 全国服务热线：

400-6623-800、 028-81111988

福旺 84433722

鲁花花生油、

坚果油系列

15874935096盖先生

0731-84413678

山东鲁花集团长沙分公司

诚招湖南各地、州、市、县经销商

Tel:

急聘银行客户代表

业务员、文职人员。 月薪 4500 以上+奖

金+全面福利。 13278861781侯经理

内外勤人员 25—45岁，月薪

高福利全双休 13548706846

聘

信用卡发放员、证券经理助

理、司机。 18973127561雷

聘

彩印厂高薪聘

办 公 室 主 任 、 电 脑 排 版 、 文 员 、

普工、会计。 联系：0731-85563776

鬼手三哥

无需任何道具纯手法授独门绝

技 1秒开牌即变，变后不多牌不

重复，百人围观无破绽。 低售各

类新奇实战牌具 15974254388

万利

搬家货运搬钢琴移空调

专

业

84812200

收

家电柜

具器子82530263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微创一次性清除

腋臭

一次性治疗

痔疮

治疗费全部优惠 50%

0731-82258120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律师 调查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 伍伟运

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

●骨髓炎（骨质增生，颈、腰椎

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5%以上，治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中风、骨髓炎患者的福音

13677381163

千顺牌具

最新 0.1秒多功能报牌仪适合任何

扑克玩法即买即用。 上门装麻将机

智能程序低价眼镜扑克麻将字牌等授牌

技。 火车站出站口万怡酒店 3楼 8331

A促销 B综合

C行业 D卖场

A

1月5日，“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青岛啤

酒·QSL快乐篮球支教行动”总结表彰大会

于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新年

伊始即揭开公益篇章。 来自五省数十所高

校的500多名大学生代表齐集湖南青少年

活动中心，共襄青岛啤酒·QSL年度慈善总

结盛会。NBA球星的参与助阵也为这个活

动增色不少，作为慈善大使，阿里扎、兰德

里、达蒙·琼斯等球星不远万里奔赴中国参

加活动。

据悉，青岛啤酒·QSL“快乐篮球支教行

动”通过将体育与公益相融合，奖励资助大

学生在体育领域自主设计公益项目、 自发

组织项目团队、自行设计实施方案，集思广

D

新年伊始，湖南国美开展“沾喜

气 撞大奖赢中华轿车” 的抽奖活动，特

意为消费者准备了一份超级豪礼， 那就

是价值不菲的湖南君临中华骏捷09款

FRV1.3L舒适型轿车。2011年1月5日晚，

这份大礼在长沙和府店王盛大抽出。

当晚出席抽奖活动的嘉宾有湖

南国美营运总监助理常胜、市场部经

理黄华、湖南君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李鹤飞等。经过几轮抽取，奖票号为

0005528， 手机号为158****4651的吴

先生幸运地获得此次活动大奖———

湖南君临中华骏捷09款FRV1.3L舒适

型轿车一辆！“我在国美电器不仅买

到自己满意的电器产品， 还获得这样

的一个大奖，这真让我意想不到，国美电

器举办的新年活动让人惊喜万分！”吴先

生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说道！

本周， 湖南国美电器还将开展

“后元旦黄金周”活动。彩电方面将持

续发力，其中，国产32寸液晶以旧换

新价1899元；国产37寸液晶以旧换新

价2690元；国产32寸LED电视以旧换

新价2690元；合资40寸全高清液晶以

旧换新价3499元；42寸LED电视以旧

换新价4290元。空调方面，伊莱克斯

空调享受“绿色” 通道———即买、即

送、即安装！数码方面也是热闹融融，

消费者不光是买就送时尚大礼包，还

有累计5000元送平板电脑！

另据国美电器相关负责人透露，

国美电器在新春将至之际，首个开通

“售后服务直通车”！所谓“售后服务

直通车”国美借助系统将用户通过服

务热线400-811-3333反馈的需求以

邮件的形式同步传递给上游生产商，

双方联手第一时间满足用户需求，实

现消费需求与厂商的零距离对接。

C

12月30日，邵东县城一片喜气洋洋，邵东

县最高档的酒店暨最大的住宅小区福星·御景

城隆重举行了奠基仪式，市县各级领导以及十

几家省市媒体共同参加了这一盛会。

据悉，福星·御景城系邵东县2010年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 由湖南福星集团斥巨资

打造。总占地面积约1200亩，规划建筑面积

115万㎡，由独栋别墅、花园洋房、高层住

宅、 安置房以及五星级酒店、 高档商务会

所、高尔夫练习场、人工湖、游泳池等组成。

作为福星集团积累13年开发经验和实力的

扛鼎之作，预计总投资40亿元，以造城的魄

力打造迄今为止邵阳最大的居住区。

项目自然生态资源丰富， 原生植物繁

茂，拥有三座小山丘，一湖天然活水，森林

植被覆盖率高达90%以上。 因为原生资源

丰富， 福星集团借鉴深圳华侨城的旅游地

产开发模式，以“公园地产”为开发理念，打

造邵东居住环境最优美、 居住档次最高的

国际化社区。

为提升社区档次， 福星集团与华天集

团联盟， 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福星华天大

酒店。享誉业界13年的福星集团，在集团董

事长杨华君先生的经营下， 集团资产总额

8.3亿元，下属6家分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

集房地产开发、生物科技、酒店经营、物业

管理、 房地产顾问咨询等于一体的多元化

经营企业。 福星·御景城将以造城的大手

笔， 国际化的居住理念引领邵东人居水平

大步跨越，接轨世界居住水平。

国美长沙和府店王

新年抽出轿车大奖

千亩大城崛起邵东北城

如果你从左家塘周边社区出发， 前往五

一广场或东塘购物，相信你和我一样，被拥挤

的交通、高涨的油价、紧俏的车位等折腾得头

大不已。当然如果你居住在左家塘周边，从现

在起不用去“远方”了。

近日，投入上千万元进行“美妆”升级的

通程万惠左家塘店，再次与市民见面。徜徉在2

万多平方米购物空间里，你可与5万多种商品

随心亲密接触，还可体验进口食品、隆平高科

有机蔬菜、低至2-3折的潮流百货、各式精品

电器等。周末约上家人，先在购物中心的麦当

劳、好享来享用一顿大餐，再去时代经典影院

看贺岁大片， 会让你享受到采菊东篱般的购

物快感。该店负责人告诉笔者，开业当天客流

过万，各种促销活动力度空前，销售额较去年

同期翻了一番。

“调整升级后的通程万惠社区购物中心

集超市、百货、电器、美食、影院、健身、旅游为

一体， 是我省首家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体验

社区购物中心。” 通程万惠总经理肖枫逸这样

告诉笔者，“这说明社区购物中心只要认真做

好业态细分，更加便利市民，就大有可为。”

“下一步我们将把左家塘店的经验复制到

其他门店的升级改造中。” 肖枫逸说，“我们决

心打造一种全新的社区购物模式，这也是通程

商业未来的战略使然。” 采写\戴和清

去左家塘购物

似采菊东篱

B

青岛啤酒创新公益模式

益， 推动贫困地区在校青少年体育运动的

发展。 目前活动已收到来自四川、 湖南、湖

北、广东、广西25所高校的学生团队申报的

258份项目计划书，最终关爱“留守儿童”快

乐篮球训练营等119个优秀项目获得激励

奖，赢得百万级资助款，上百所贫困地区学

校、上万名学生从中获得了温暖与关怀。

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多次强调自爱、

亲爱、友爱、大爱，只有全社会发挥出“大爱

无疆”的精神，才能将爱延伸到更多领域，惠

及更多人。

苏宁电器2011

开年特惠月盛惠启航

元旦期间， 苏宁电器凭借活动、产

品、价格、服务等诸多优势，以78%的增

长率再次领跑市场,蝉联家电榜首。1月

7日-31日，湖南苏宁电器联合近千家厂

商，全省32家门店联动，打造开年特惠

月，彩电、空调、冰洗、生活电器、3C等七

大品类全力回馈促销， 让利幅度高达

20%-50%。

元旦特卖惠再续三天 优惠承诺不打折

1月7日-9日， 光临苏宁电器全省各门

店，购物满500元最高可获750元（500元消

费券一套+250元现金券）， 购物满一定金

额，更可获赠42寸液晶电视、家庭影院、数

码相机、空调、笔记本电脑等豪礼；另外购

物满10000元以上的顾客，可到各门店VIP

团购接待处， 除参加商场其他可享受的返

券、送礼等活动外，还可享受200元到1500

元的团购优惠。

天天返券、天天买赠、天天有特价

1月7日-31日， 苏宁电器开年特惠

月，是2011年第一波让利风暴，苏宁电

器准备了亿万让利资源，势必将引领湖

南家电行业新年让利特惠。

活动期间， 在苏宁电器各门店购物满

500元，即可获赠500元消费券一套，在成

交价的基础上享受价格优惠。 本次开年特

惠月， 苏宁电器共准备价值高达千万的礼

品，只要购物，即有机会获赠液晶电视、家

庭影院、数码相机、空调、笔记本电脑等豪

礼。在苏宁让利、工厂让利、国家补贴以及

折旧补贴的多重优惠下， 本次特惠月优惠

力度最高达到50%。

30天价保购物无忧

据悉，本次开年特惠月，苏宁电器特别

推出了“30天价保乐无忧”活动。如所购商

品30天内出现降价， 或同城其他商场销售

同品类同型号产品价格同期较低， 凭所购

发票到苏宁电器，即可退还差价，同时还可

获得苏宁感恩礼品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