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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业界

前两周买了iPad一代？退你1100元

长沙部分3C卖场可退款，实体专卖店还没准信

本报讯 3月2日， 全国保险史上迄今最大数额的

银行保险单笔赔付在新华保险产生， 理赔金额高达

1230多万元。

2008年的3月15日，被保险人杨女士通过农业银

行投保了“红双喜A款保险”，投保金额1150万元，趸

交保费1000万元。今年年初杨女士不幸病故。3月2日，

新华保险总公司运营总监陈正阳将一张1230.8万元

的支票送到了客户手中。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何珊

银保单笔最大赔付：1230万

本报3月4日讯 记者本周从长沙市福利彩票销

售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了解到，2010年，全市共销售

福利彩票7.08亿元，比上年多销了1.61亿元，同比增

长29.54%，为社会筹集公益金2.2亿多元，销售总量在

全国省会城市排名第12位。 据介绍，长沙市福彩今年

力争实现10亿元的销售目标。 ■记者 侯小娟

长沙市福彩销售逾7亿

高薪聘才

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构建上市人

力，招聘优秀管理干部（免费培

训六个月，每人补贴 15500 元），

条件：28-50 岁，大专（含）以上

学历，长沙长住，工作经验较丰

富已婚女士优先，录用后年薪 6

万以上，养老、医疗福利优厚，面

试时间： 即日起至 3 月 8 日下午 1:00 至

4:00。 18974894516 罗女士

同喜礼仪

活动策划

庆典婚庆

13017315168 www.csgf08.com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轰动长沙 超级实学

麻将听牌一张能顶 20 张，

扑克麻将张张可以隐形、 从不

外传，招式开门预约有缘人

www.9999wz.com 15802509999

飞龙牌具

最新开发随身遥控、 药物感应色子

硬币， 售高科技扑克筒子牌九分析

仪等各种镜头。 厂价供应无磁四口

程序机，另邀赌王授各类手法。

长沙市东塘东 13217481234

独家

研发

湖南中联房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遗失房地产买卖（居间

合同）编号：0001689，声明作废。

邓清平遗失长沙市丝茅冲

的户口本，声明作废。

高薪男女服务员

18684689383

聘

高薪男女服务生

18684687617

聘

电话招生专员善沟通负责任 28-

50岁，文员数名。 T:15388026866

诚聘

善治椎间盘突出

颈、腰、腿，剧痛者，发明专利速解

痛，系统追根不返痛。 可以免费试。

适应：用过牵引、手术、胶原酶、臭

氧、中西药物等，疗效不佳者。 常德

市：2 路车→筋骨病研究所。 预约：

0736-7273349百度搜索：贾谷良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妇科

由万例手术无事故妇科熊主任亲诊

�������������元包干（含三天输液、免

彩超、心电监护、常规化验等）

无痛终止妊娠：

380

国家专利“BBT”技术

专业治疗：宫颈糜烂、宫颈炎、子宫肌

瘤、白带异常等各种妇科疾病（免阴道

镜检查费） 宫颈糜烂治疗费优惠：I 度

300元、II 度 380 元、III 度 480元。

82296550

0731-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低价转让二手柳工

50C装载机一台 13718330470 周经

网络营销员、文秘、开票员、

营销员、电话：13107313301

诚聘

湖南交技驾培中心

国有公办一级驾校， 省 A 级驾

校， 保护消费者权益示范单位。

随到随学， 日夜培训。 侯家塘

85505017干杉训练基地 86840100

常洋牌具 13875901655

售斗牛分析仪博士伦扑克麻将字牌

变牌认牌控牌 98元 13786118800

牌技王

高功夫

纯手法

手工加工 稳稳赚钱

本公司有大量手工产品外发加

工，简单易学上门服务，可预付加

工费，欢迎来人来电咨询。长沙芙蓉中

路。 0731-84287177、84287166

准上市公司高薪诚聘

国家重点大型金融集团，投资数亿选才，特

重点培养管理干部，月薪 4000加提成,

女士优先 13907314374 焦总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想请名人题字作画就找我：13875869988

金

专业提供企业、个人、短期拆借过

桥、垫还、循环贷款、房屋、土地抵

押、公务员担保借款等，急贷即放。

电话：0731-85123488、13507316662

地址：侯家塘新世纪花苑卧龙居 901室

鑫投资

信典当

定位手机位置，GPS追踪导航，电

话录音短信拦截等 13297921355胡

手机智能卡

二代电子烟招商

独有二代技术，符合禁烟趋势，

市场广，利润高。 1897312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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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头坏死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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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酒店服务员

18229829118

聘

机遇改变命运

[合众公司]是一家正在筹备上市

的国家重点大中型股份制企业

集团，将投资 2-3 千亿在全国建

国际化网络式连锁养老社区-健

康谷， 招聘并重点培养管理干

部，底薪 4000 元/月，女性优先。

请参阅 《潇湘晨报》 广告 。

18711169118曾献忠老师

85710002

长途搬家 拆装空调

蚂蚁

特价搬家

恭喜发

8425856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诚

聘

司

机

高收

13607480245

电 器 废 旧

仓库积压等

景好牌具

最新单人扑克分析仪（斗牛、三

公、金花）一机多用，最新无磁四口程

序机，包自摸，进口博士伦，透视各种

扑克、麻将。 18773115288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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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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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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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律师 18774037208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就找我调查 18207499961

恒亿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 个人疑难

无 抵 押 办好收费

15172478937

借款炒股 85822242

自有资金 3万，可借 10万炒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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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贷款，款中扣息，当面

签约。 1380842457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507317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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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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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热线：

13875895159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QQ：602058576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 13个 6号字（多行按此推算）

35 40

沪州老窖新酒福临祥

诚招各市县代理 13707480358刘

招商电话：0731—88098889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白沙晶城 402室

二

锅

头

审计·工商·代理记账13387311003

信用卡发放员、证券经理、

助理、司机 18973127557 曹

聘

内外勤人员 25-45 岁，月薪

高、福利全双休 134676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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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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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仔猪苗

长期大量售三元杂交、杜洛克、

长白山仔猪苗， 最新价：30 斤

左右每头 200 元左右、50 斤以

上 6元每斤左右。 欢迎实地考

察，免食宿（送货到家）。

热线：13852810375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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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51岁丧偶退伍经商成熟稳重

有修养诚觅一位贤良孝顺传统

女士相伴，可带孩 15013557222

投资合作

专业为企业、个人解决资金困

难，各类项目投资融资（区域

不限）。 15367843675

黄帅 43010519870205153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嘉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记载原件，

宁 土 合 （2006181） 中 转 让

14570m

2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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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韶光宏达家用电器维修服

务部遗失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00417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开元煤业有限公司四家冲矿

井采矿许可证正本遗失， 证号：

4300000820051，声明作废。

女 28 岁 1.65 米健康温柔，寻健康

品正男圆我美好心愿 13970388767

退伍军人男 51岁丧偶为人随和幽

默，经商多年，诚寻善良体贴女为

伴，有孩可优 13510982894亲谈

想家男 49 岁丧偶稳健随和重感

情，经商经济优，诚寻重情体贴真

心成家女有孩视亲生 13760208616

想家女 37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诚寻

健康重情男为夫 13412325439亲谈

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由于苹果公司刚刚在美国发布了全新的iPad�2平板电脑，导致了上一代iPad在价格上进行

了大幅度调整。

在长沙各大授权店买了iPad一

代，想要退款方便吗？记者今日调查

了部分iPad授权经销商和3C卖场。

“今天起我们全线iPad一代产

品都降了1100元，但是在两周内买

的产品， 公司还没有退款的通知。”

QQ电脑城iPad授权经销商美承公

司负责人说。 长沙世嘉数码科技公

司高级工程师李可可也持相同意

见：“我们的产品进价大多超过了

3000元，如果退还1100元，等于亏

本做买卖。”

国美、通程、苏宁等3C卖场却

是另一番景象。“可以退款1100元，

消费者可凭发票办理。”湖南国美电

器电脑采销经理陈怡良表示。 通程

电器通讯数码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厂家已经下发口头通知， 还在

等厂家的确认文件。”

如果你买到的是水货 iPad一

代，“退款基本不可能了”，长沙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苹果卖家这样说，

“好在水货iPad一代在iPad2发布前

两周就基本停止了销售， 买家少得

可怜。”

不过， 想买iPad的市民可以大

胆出手了。在3日iPad2发布后的12

小时内，iPad一代市场售价一路“高

台跳水”。“目前全国估计有近10万

台iPad一代存货， 厂家清库压力

大。” 长沙苹果资深卖家邓金春称，

“这个时候买iPad一代是个非常好

的时机。”

■记者 戴和清 实习生 高瞻

退款与否，长沙iPad经销商说法不一

本报3月4日讯 购买过iPad

一代的“果粉”们注意了，请留心

你的发票开具或到货时间。4日上

午，苹果公司宣布：将向过去两周

中购买任何一款第一代iPad平板

电脑的用户提供差价退款， 金额

高达1100元。苹果官网客服人员

说， 用户在告知客服订单号码经

审核通过后， 就可享受退款服务

了。

4日上午，记者以用户名义致

电苹果中国官网在线商店客服电

话400-666-8800。 一位黄姓客

服人员在电话中明确告诉记者：

以苹果宣布降价的3月3日为基

准， 此前两周内在苹果中国在线

商店中订购第一代iPad的用户，

只要告知客服订单号码， 苹果在

审核资格后， 便会把差价退款

1100元直接打入用户之前的支

付账户。

对于很多果粉关注的“两周

内”该如何界定，这位客服人员解

释说，“14天时间”是指：以3月3

日为基准日， 在2月18日至3月3

日期间开具发票或到货。

不过， 当记者问及苹果实体

专卖店及授权渠道商所销售第一

代iPad是否也有退还差价资格，

这位客服人员表示“无法确认”。

记者随即致电iPad网络零售

商京东商城， 客服中心工作人员

明确表示：“目前还没接到厂家的

价保通知。”

另据东方早报报道， 在苹果

旗舰店购买了iPad一代的用户，

可以通过退货重新购买的方式享

受最新价格。

本地调查

第二代iPad平板电脑。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