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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价转让

日本全新钢琴两台 T：13807482745

同喜礼仪

活动策划

庆典婚庆

13017315168 www.csgf08.com

物资 干洗 礼仪

出售二手发电机组

100至 800千瓦齐全。 13874034218安总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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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税务 84432855

上市公司高薪聘才

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优秀管理干部，

条件：28—50 岁，大专以上学历，工作经

验丰富已婚女士优先，年薪 6 万以上，福

利优厚。 18974894516罗女士

厂价直销柴油发电机

李先生 13755058867

蓝带扎啤全省招商

发达扎啤机诚招全省总代理

电话：13507337428 毛先生

特治中风后遗症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运用

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帕金森、手足麻木、发抖长颤口

流涎、半身不遂、大小便难利、夜

难睡， 几年以上都可在 20 天左

右治愈， 瘫痪卧床者都只要 10

多天就能起床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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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售

本企业由于场地拆迁，

现有一批设备低价出

售，价格见货面议。

★尼桑 8m

3

砼搅拌车 6台

★五十玲 8m

3

砼搅拌车 10台

★整套 750搅拌机一组（仅生

产过 600方）

★柴油泵 80C�1台

★移动式车载电动泵 1台

联系人：贺同志 13874813081

名酒招商

“纯粮贡”酒，厂家招样板市场，

提供铺货，费用全额负责。

18609675123 0558-5307967

10万年薪招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舶公司 400-0731-567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医院诚聘

皮肤科、中医科执业医师、护士、

业务员各若干名。 18975850111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

中心、钻工、线切割、油漆工、

普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江苏金柜投资管理公司

公司自有资金寻好项目，股权、

风投多种形式合作。100万以上

需监管， 欢迎地方政府和个人

提供项目真诚合作。

电话：025-83209178

手机：13913953276

传真：025-8320917

邮箱：ceo@jsjgtz.com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招总经理助理

大型跨国公司招聘总经理助理，条

件，22-28 岁，大专以上学历，文秘、

销售专业，有开拓思想者优先。

电话：18975876825郑

企业合作（免收费用）18925474359

加入禧福

共创双赢

外发加工，驻厂指导，

操作简单，寻有实力个人

1、 招聘全国注册造价师 2 名

（土建专业 2 名）。 要求建筑相

关专业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

持有全国注册造价师资格证书

（兼有水利、公路注册资格证者

优先）,有 4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验， 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1966

年 5月 1日以后出生)。 2、报名

地点：岳麓区财政局（岳麓区政

府 10栋 3楼 306室）

网址：http://www.yuelu.gov.cn

联系电话：0731-88999708

长沙市岳麓区财政投

资评审中心招聘公告

三高渣土运输招汽车

0731-88210098、13637419155

太升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求项目投资合

作（区域不限）多方式灵活运作

电话：400-0011-424、028-86913008

招生 招聘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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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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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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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区域不限。 028—68800009

成都市顺城街招商银行 19楼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大额资金寻项目投资

财富专线：028-66660800

一个家家需要、天天消费的好产品———新型合成液体燃气，由玉林市

农家乐炉具厂震撼推出。 该产品由 2-3 种化工原料加水手工合成，火力强、

热值高，采用液化气钢瓶充装，每瓶比石油气多烧 2 小时以上，燃烧充分无

残液，完全可代替液化气走进千家万户厨房、学校食堂、饭店、酒店。 建站快、

投资少（总投资不超 5000 元）、工艺简单、原料易购（各县市均可购齐原料），

成本低，每瓶成本仅 40元左右，利润惊人。 小型场地 30 平米，工人 1-2 人，

每天可生产 100瓶，特别适合中小投资者建站办厂。

该燃气属环保再生能源，市场广阔，我厂现特向广大投资者提供全套生

产技术仅收费 2600元，接产方一律免费观看现场配制、现场试烧（从原料到

产品到使用全过程），永久免费技术升级、咨询，让你轻松办厂无后顾之忧！

投资 2600元开液体燃气站

成本价 40元

与石油液化气燃烧一样

每县市 1-2家接产商， 有意合作者，

请快拨打—招商热线：

欢迎来人来电参观考察

广西玉林市农家乐炉具厂

0775-2188085 18977543551

全省招商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山、水电站、房地产、农

业、养殖业、交通、在建工

程等专项资金投入。

电话：028-85289227 85289229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聘

搬

运

工

搬 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转让 家政

湘江世纪城网吧转让

非诚勿扰。 电话：18975123399

赖贵山赖茅酒招商

请认准赖贵山“赖茅酒”由贵州

赖贵山酒业有限公司生产

诚招湖南各地州市县经销、团销商

T：0731-84820419、18673128081

赖茅酒酱香浓郁 柔和绵长

售北京现代索纳塔

深圳金安公司出售退役出租

车，北京现代索纳塔，包过户迁

档。 www.szjinancar.com.cn

0755-83543898、15099940818 罗先生

招聘全国销售商

联系电话：18665622023罗先生

项目转让或合作

本公司为本市节能企业，项

目好、利润高、受政策支持，

望有识之士前来洽谈合作或

转让。 15974257422

芙蓉广场、西站、保洁

保姆、钟点工。 85869436

海川家政

高价发放手工活

面向湖南省诚招办厂， 上门常驻结

算加工费，免交押金。 02085757662

个人最高 20 万 公司最高 300 万

手续便捷 快速放贷

拨款前绝不收取任何费用

咨询时间 9：00-17：00

诚达信贷公司 4006-090-393

银行贷款 可只缴息

工商代办 82284857

工商年检 84442468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无抵押 放款快

18684687617

贷款咨询

理财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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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炒股 85822242

自有资金 3万，可借 10万炒股、类推

快速贷款

本公司针对企业个人（50 万内）无抵押

无担保当天放款 18626295204李经理

世界电信日

国美智能手机成主流

据了解，为迎接世界电信日，国美于

本周启动3C普惠风暴。活动期间，国美携

手百家3C制造商推出大量新品，并联合联

通、电信两大运营商发放500万购机补贴，

势必打造一场智能手机的普及风暴！

2010年以来，国美陆续在全国开展3C

转型工程， 加大对3C商品的网络布局。目

前，湖南国美四家大型旗舰店已经成功转

型。同时，国美与运营商合作进一步深入，

各大门店纷纷引进移动、电信、联通三大

运营商的3G体验厅，并联合运营商在门店

开展3G放号、3G套餐办理等业务，使国美

成为名副其实的3G卖场。

此次国美电信日，联通、电信两大运营

商发放500万购机补贴。凡消费者在国美购

买指定的联通W机型，开户预存话费，选指

定套餐，均可享受预存话费免费拿机活动。

其中电信更是打出了， 消费者在国美购物

满300元即可获送800话费券， 满500元送

1000话费券，满800元送1600话费券。

美的成为中央空调高端品牌

空气能热水机以其节能、环保、安全、

舒适、安装便捷等优势，实现了从商用市

场向家用市场的迅速普及，发展空间全面

看涨，成为新千亿元的绿色低碳产业。

统计数据显示： 美的中央空调以25%

的高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首位，较行业排

名第2至第16名的企业市场份额总量还

多，并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发展。美的中央

空调事业部总裁田明力表示，“推动空气

能热水机产业的做大做强是美的中央空

调作为行业领导者的责任，我们有信心在

未来3-5年内推动空气能热水机占据中国

热水器50%以上的市场份额， 全面替代传

统的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

据悉，美的中央空调不断对核心技术

进行突破，并建立了国内空气能热水机最

大研发中心、 测试中心及最完整的产业

链。 目前全国关于空气能热水机的185项

专利中美的就拥有了82项专利，旗下建立

了完美的产品布局， 形成了19大系列150

多款型号，全面引领了这一领域的产品技

术升级换代方向。

目前，美的中央空调作为主编单位已

完成了“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

热水机”和“家用和类似用途热泵热水机”

等国家标准的起草与发布，并参与“热泵

热水系统选用与安装”和“热泵热水系统

设计、安装及使用规范”的制订。同时，美

的还投身空气能热水机相关节能标准的

制订之中，进一步推动并明确了热水机产

业向节能环保的发展方向。

格力成为空调业的王者

笔者从格力电器了解到，截止到2010

年，格力空调全球用户已近1.5亿。

据格力电器4月21日公布的一季报显

示， 第一季度格力电器营业收入为172.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9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4亿元， 较上年

同期增长46.27%。 继续领跑空调行业。而

在上月公布的格力电器2010年度报告显

示，2010年， 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

608.07亿元，同比增长42.62%；实现净利润

42.76亿元，同比增长46.76%。其中空调业

务营业收入551.09亿元， 连续16年位居中

国空调行业首位，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

“质量不足，售后来补”的现象在中国

制造业普遍存在。而格力的另类服务理念

则打破了这一规则。“没有售后服务就是

最好的服务”，“空调卖出后，最好8年不与

消费者见面”，格力“零售后”维修的理念

充分展现了格力对品质与技术的自信。

苏宁携手三大运营商

迈入3G时代

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即将到来，苏宁

携手电信运营商及全球知名手机品牌厂

商，于5月14日至17日，在全省范围内掀起

让利力度最大的手机盛惠。

此次借5·17世界电信日的契机，苏宁

电器又借机推出数款全球首发通讯新

品。摩托罗拉ME860配置了双核处理器，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可将移动计算的

无限潜能集于一身的智能手机， 在手机

屏幕配置上使用了大手笔， 4.0英寸触控

屏、高清晰像素， HTC野火S（A510e）、索

尼爱立信E16I升级版本。 众多新品配合

三大运营商的资源支持， 又将是一场智

能享受盛宴。

此次电信日，三大运营商更是全力支

持苏宁电器。联通方面，首当其冲的当然

是苹果双重喜，即黑、白色iPhone4苏宁合

约机、裸机不限量供应；百款主流WCD-

MA机型享受手机最低价的同时， 更享受

高达30%-50%话费补贴；更有预存话费送

电器、送手机；预存话费翻倍回馈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电信方面，联手苏宁推出超

值“0”元购的活动，如预存2380元话费得

三星W319手机1台+100元手机消费券

+3100元话费；移动方面，购买联想TD36T

即可享受300元移动话费返还。

苏宁电器此次超大力度的优惠，只限

四日，请勿错过！

通程电器送你 i�Phone�4

������想免费获得 i�Phone�4�吗？想做时尚“果

粉”吗？那就来通程电器吧！14至17日，只要

你购买手机数码类商品， 就可参与现场赢

大奖活动。届时， i�Phone�4�、数码相机等多

项时尚好礼等你拿！

笔者昨日下午从通程电器了解到，为

了迎接“5·17”世界电信日的到来，通程电

器早在二个月前， 就与各大手机数码厂商

联合洽谈，积极争取更多资源，让利至广大

消费者。14至17日，通程电器众多手机数码

类商品全场5.8折起，8.8折封顶， 不敢想的

低价，务必为星城消费者省钱到底！

此次电信日，通程电器还得到了电信、

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的鼎力支持，大幅度

的优惠措施，让消费者实惠享不停。电信方

面，推出了预存话费送电信3G卡、3G手机，

购笔记本送3个月资费的无线上网卡；移动

方面，推出买手机送话费活动，仅购买联想

酷派系列手机，就能享受最高送话费540元

的超值优惠；联通方面，入网办理3G套餐，

可享受预存话费送话费活动， 最高赠送金

额高达3180元。通程电器3C巅峰特惠，明日

就将开始， 有购买需求的消费者一定不能

错失良机！

小天鹅首家推出

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

日前， 小天鹅在国内首家推出自动投

放洗涤剂洗衣机，进一步升级“全自动洗

衣”概念，将全自动洗衣技术引入一个新

的高度。

据了解， 小天鹅本次推出的自动投放

洗涤剂洗衣机共4款产品，包括2款“衣炫”

系列波轮洗衣机和2款“智臻”系列滚筒洗

衣机， 也是目前唯一覆盖波轮和滚筒全产

品线的洗衣机品牌。同时，小天鹅自动投放

洗涤剂技术获得权威机构和专家团队鉴

定，属于国内首创，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符合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

苏宁卖场导购员小梁告诉笔者，小天

鹅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设有大容量洗

涤剂盒， 可一次性存放洗涤剂和柔软剂5

升，通过采用这种自动投放的技术，充分

体现绿色环保设计理念。做到了洗涤剂的

科学精准投放，避免了用户误投导致多次

漂洗而浪费水资源， 并减少洗涤剂的浪

费，同时减少了水资源的二次污染，必将

引领洗衣机行业新潮流。

远离夏季感冒有妙招

医学专家发现，大部分的夏季感冒

很少像冬春季感冒那样，是在公共场所

传染的，而是因为身体突然受凉，使血

液受到冷却而反射性地造成鼻子和喉

咙一时性缺血，人体抵抗力减弱，感冒

病毒乘虚而入而引发的。

由于夏季天气炎热，汗腺的分泌会

消耗很多能量，容易导致疲劳；夏天人

们的食欲骤然减退，转为摄取清淡的食

物，从而影响蛋白质的供给；受炎热天

气影响， 人们也减少了体育锻炼的时

间， 这些是导致夏季感冒的内在因素。

而外在原因主要是过度贪凉，热得满头

大汗后用冷水冲头或洗澡；晚上睡觉将

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或整夜吹风扇，一时

疏忽感染受凉；室内外温差太大，出入

空调房间，人体一时不能适应等。

面对夏季感冒， 人们应多饮水，适

当休息，并提倡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饮食宜清淡，少吃生冷辛辣的

食物，同时保持良好心态，增强自身抵

抗力。在治疗夏季感冒方面，香雪抗病

毒口服液疗效显著，该产品采用国际领

先的指纹图谱技术， 产品标准录入

《2010版国家药典》，成为行业标准制定

者。香雪抗病毒口服液也是全国优质优

价产品，全国销量领先，深受人们的好

评和信赖，可以作为预防和治疗夏季感

冒的常备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