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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超市

无需切换

乐Phone快速输入

在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互联网达

人”眼中，乐Phone是一部移动终端，也

是一副让移动互联生活“乐自由我”的

魔镜。这份乐趣可以由自己掌握，也能

让身边的人一起快乐！

目前，联想已经与中国联通和中国

电信两大运营商达成合作，陆续推出了

联通版和天翼版乐Phone， 市场售价均

为2899元， 满足国内更多消费者的移动

互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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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生发之父”赵章光再度创

业，大手笔投入巨资种植开发珍稀植

物红豆杉并推出章光101红豆杉“睡

金福”系列保健枕以来，章光101集团

好戏连台，精彩不断。

2009年，章光101红豆杉好睡眠中

心正式落户长沙，湖南省第一个红豆

杉“睡金福”系列保健枕的专卖店在

韶山路127号正式开业经营， 揭开了

章光101集团红豆杉产业进军湖南市

场的序幕。

2011年1月6日下午， 赵章光应国

家扶贫开发协会及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的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共

富家园》公益电视晚会。在扶贫晚会

上，赵章光表示，为了积极支持国家

和有关方面扶贫公益行动的倡议，章

光101集团将秉承其“以德为魂，依法

治企，悬壶济世，产业报国”的企业宗

旨，继续加大扶贫捐赠的力度。

作为此次扶贫系列公益活动的

重要举措之一， 章光101集团将率先

在湖南省开展“红豆杉好睡眠中心免

费体验活动”。 赵章光认为：“送钱不

如送健康。在春节前，章光101红豆杉

好睡眠中心将向湖南省贫困家庭中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或者具有‘三

高’、颈椎病、打鼾、视物不清等症状的

患者凭有效证明、 证件免费赠送章光

101‘睡金福’保健枕。”据悉，此次捐赠

和免费体验活动的受益者将不少于

100人，产品总价值将在10万元以上。

章光101“睡金福”保健枕

新年派礼

国美厚积薄发

全面领先2011

友谊阿波罗倾力打造

奥特莱斯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奥特莱斯！”说这句话的时候，友谊阿波

罗掌门人胡子敬底气十足。

标准化打造友阿奥特莱斯

奥特莱斯的认定标准有四条。其一，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一般都是交通发达、

紧邻城市的近郊， 离市区大概半小时或

一小时车程；其二，品牌优质。驰名品牌

云集，特别是国际国内名牌直营折扣店，

真品牌、真实价、真折扣，对顾客形成无

与伦比的吸引力。其三，停车方便，配套

完善。符合有车一族的条件，有足够大的

停车场和多项餐饮、游乐配套设施，同时

购物环境优美。四是边玩边买，即当下最

流行的“乐活主义”。

事实上， 除了已经达到这些通常的

国际标准， 友阿奥特莱斯购物公园还具

备了相当多的独有特色， 服饰除了特别

划分运动休闲活力区、绅士服装精品区、

淑女服装风尚区， 还开辟有年轻时尚潮

人最追捧的香港、日韩、欧美特色区域，

同时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 娱乐项

目，意想不到的新鲜玩意等。

独有美食街、娱乐城绝不可错过

爱好美食的消费者不要错过美食

区，友阿奥特莱斯特别开设“万国美食”、

“长沙里手”两条美食街，中西美食在这里

交相辉映。万国美食街里不仅能品尝到星

巴克的咖啡还能吃到巴西烧烤，还有各式

各样的西式餐饮。而“长沙里手”街则集中

了湖南人最喜爱的如火宫殿、 双燕楼、向

群锅饺、红梅冷饮等这样的本土特色老字

号和名牌食府，糖油粑粑、葱油饼这类小

吃也能在这里品尝到。

欢心满足的购物， 酣畅淋漓的品尝

美食过后，自然还少不了休闲与狂欢，友

阿奥特莱斯后期超6000平米五星级电

影院，配置高端的影厅将带来前所未有

的震撼效果。同时，往后还有1.2万平方

米的室内巨型儿童天地，独有12米的层

高，将惊险刺激的海盗船、华丽唯美的旋

转木马等这些露天有高度的游乐项目都

“请”进去，并拥有长沙最潮的3D游艺机

及健身中心， 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无比

尽兴。

芙蓉南路省政府向南四公里， 友谊

阿波罗奥特莱斯购物公园即将惊艳登

场，敬请期待。

近日，国美电器2011年全球供应商战

略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会上，国美电器与

全球供应商就中国消费电子未来发展全

景以及零供双方无缝对接，整合供应链效

应等进行了交流。

“过去两年，国美电器作为行业龙头，

率先步入网络优化调整阶段。” 国美集团

总裁王俊洲表示，2010年国美围绕网络发

展与单店效益并举，从门店经营向商品经

营转变，在持续保持有效规模领先的基础

上，整体销售提升及门店经营效益明显提

升，国美商业模式变革初见成效。

如何保持可持续的发展？“继续以同

店增长作为主要的增长方式，实现存量增

长；积极、稳妥、有效的开店策略实现增量

增长； 与供应商共同推进协同供应链管

理，以差异化和性价比的商品提升市场竞

争力，实现多方共赢；全面提升信息化系

统升级，并建设大的区域物流中心，加强

后台实力；全面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销售

与服务平台。”王俊洲说，国美将通过这些

策略，全面领先2011年。

研讨会上， 国美电器还与供应商对

2011年家电市场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王俊洲说：“通过探讨，大家普遍认为

2011年中国消费电子商品整体增长应在

10%左右， 而以国美为首的家电连锁渠道

是消费电子商品销售的主渠道，其复合增

长水平会高于整体消费市场平均水平，预

计在15%-25%之间。”

通程电器“超级感恩团购

夜”今晚16点震撼开启

为感谢消费者九年如一的支持与厚

爱，今天16点至22点，通程电器全省41家门

店同步启动“超级感恩团购夜”，低至50%

的折扣、近10万特价机，势将引爆消费者

积蓄已久的热情，提前擂响九周年的喜庆

锣鼓。

作为通程电器九周年辉煌庆典的开头

大戏，今晚的超级团购夜将在全省吹响“盛

惠”集结号，这将不仅是冰洗、彩电、空调、

生活家电、3C产品等上演的精彩“高台跳

水秀”，更将开创汇各品类高、精、尖品牌在

内的近500国内外知名品牌共同让利的团

购盛况。

据悉，“超级感恩团购夜” 上众厂商均

将以品牌折扣、 品类直降的方式全线极限

让利，直降到底。41家门店统一震撼，照摄9

折、手机全场8.5折起售，小数码、电脑8折起

售，空调、热水器7折，还有彩电6.8折，冰箱、

洗衣机6折，厨卫产品低至5折，以及近10万

超低特价商品限时限量惊爆抢购， 最高降

幅跌破50%，直逼60%，更有海量精美厂商

礼品、超值周年庆礼品等你搬回家。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今日是“99感恩

券”换领最后一天。上午9点至12点，凡在

2010年9月30日前在通程电器任一门店购

物的消费者还可凭有效凭证件换购。 在通

程电器九周年庆典活动期间， 在享受最低

成交价基础上凭券再按99元抵现金抵用。

家装必备的厨卫产品、冰箱、洗衣机、彩电、

通讯数码、影音、手机等七大品类、卖场内

所有国内外知名品牌均接受此券。

乐Phone手机能做到汉字手写输入和

英文字母输入同界面操作无需切换，

当乐Phone用户手写输入文本时，只

需在手写输入框靠左边位置用手写

的方式划出相应的英文字母 ，乐

Phone手机即可自动识别英文， 在手

写输入框靠右边位置用手写的方式

划出相应的标点符号， 乐Phone手机

也会智能识别标点符号，不会误认为

是汉字。

乐Phone的手写输入法更是出神

入化。手写输入无需用笔，乐Phone手

机的手写识别率高达99%， 能准确的

识别手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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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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全新雪佛兰车求职

电话：18711022143付先生

售步行街独立珍藏版

78m

2

，418万，1354869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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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托，益阳市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上午公

开拍卖益国土告字[2011]0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汽车 4S 店），土

地面积分别为：A1 地块面积约 10781.46m

2

；A2 地块：7596.47m

2

；

A4地块：6136.72m

2

；A7地块：6136.99m

2

。 该项目地块位于益阳市

高新区银城路以西、长石铁路旁。汽车物流园共规划 15个汽车 4S

店地块，现首次推出最佳地理位置的 4 个地块。 凡有意竞买者请

于 2011 年 1 月 30 日下午 16 时前来公司了解详情及踏勘， 公司

地址：益阳华天商务楼 508室

电话：0737-4215039、18607376595

土地拍卖招商公告

益阳市物流园汽车 4S店

益阳市拍卖有限公司

转让 出租

招生 招聘

收入丰厚

13808489611

诚聘男女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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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开福分校：88615111

红旗区：85360001 上大垅：84515757

猎鹰驾校

万发

83995897

搬家搬货 空调拆装

永发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4712408

84765532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搬家 回收 家政

保姆、钟点工、搬家

专业卫生。 85863997

家政公司

福旺 84433722

高收

13607480245

酒楼设备

废旧积压

变牌认牌控牌 98元 13786118800

牌王

高功夫

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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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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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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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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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招商

票务 驾校

天鸿钢构

浙江名企〈壹级资质〉，专业设计 、

制作、安装钢结构工程。 15116466677

干洗 物资 钢结构

澳 华 投 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028—68800009

成都市顺城街招商银行 19楼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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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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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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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m

2

干洗机水洗机联展，700m

2

免费干洗培训中心， 洗衣专家指

导开店。 上海星航设备厂家直销。

干洗要发财就开英格莱

www.hngxw.com 长沙市九尾冲 0731-84492109

上海建冶 网址：www.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上海：021-50325201、50325205

信用卡发放员、 证券经理、助

理、司机。 18973127557 曹

聘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85710002

拆装空调 长途运输

蚂蚁

收

家电

具器

13755199350

★

收

82305538

家旧

电货

铁马驾校

成立八周年优惠报名从 12 月 18 日至

2011 年 2 月 8 日， 马栏山：84256158

84258746、84259778望月湖：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长臂液压炮机转让

（专拆旧房）。 电话：13873254908

私人调查

调查取证等解决一切疑难价格合理

13548583100

全国范围专业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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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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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介 律师 调查

查查查查查查

诚聘男助演（包吃住）

喜爱宠物，月薪 800元。 13908474787

都市丽人 34未婚 1.66肤白气质

高雅觅成熟实在男 13549649889

贷款咨询

13272080031

无抵押 利率低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理财 代办

贷款咨询

无抵押 当日办理

13007485631

审计·工商·代理记账

85123298

13387311003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贷款，款中扣息，当面

签约。 1380846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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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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