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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4 没抽中？

通程电器再送你平板电脑

上周末，通程电器针对 5.17世界电信日，

推出购物即抽奖，免费送 i�Phone�4�、时尚数

码相机等好礼。 今天，从通程电器信息中心

处了解到， 被众多消费者青睐的 i�Phone�4�

已花落东塘旗舰店，被购买名牌手机的唐女

士幸运抽中。

没抽中 i�Phone�4�， 内心是否还有小小

遗憾？没关系，本周通程电器还将豪礼相送！

21 至 23 日， 只要你在五一广场旗舰店、星

沙旗舰店购物满 188 元，即可参加 0 元购物

抽奖活动！ 届时，品牌平板电脑让你惊喜带

回家！

除了豪礼相送， 通程电器还实在为消

费者省钱，引导市民选购节能家电，既省钱

又环保。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告诉笔者， 只要消

费者在通程电器购物，卖场导购将根据消费

者需求，优先推荐节能家电。如变频空调，比

定频空调节能 30%；LED彩电， 因其拥有背

光源技术，不仅省电，还可延长产品使用寿

命，平均整体节能高达 50%，已成为时下最

节能的彩电。

刘伟表示，本周末，通程电器全省 42 家

卖场将同步推出多款节能家电。 同时，通程

电器也将积极引进更多最新节能环保家电，

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提醒消费者

的是，在购买节能产品的同时，应当多咨询

一下厂商或安装人员，掌握好正确的使用方

式，更有效的达到家电产品的节能目的。

“携手中国人保 共创美好生活”

中国人保财险客户服务节开幕

“携手中国人保 共创美好生活”———中

国人保财险 2011 年客户服务节于 5 月 18

日 -6月 18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人保

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秉承“以人为本，诚信服

务，价值至上，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奉行

“求实、诚信、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与全

国人保各兄弟公司一起，共同构建服务核心

竞争力，打造 PICC 第一服务品牌，让客户

感受人保，享受优质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

2010 年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为社会承担

风险保障 1773 亿元，进入“全国城市 50 强

公司”并排名第 27位。

2011 年长沙人保财险客户节面向广大

客户和社会各界郑重承诺：

1、 车辆损失 1万元以下， 材料齐全，1

小时通知赔付。

2、全国范围内为故障车辆，免费提供拖

车、送油、充电、更换轮胎、轮胎充气等救援

服务。

3、 车险 VIP 客户手机自助理赔服务，

从出险报案到获知赔款金额，实现现场一站

式轻松理赔。

4、全国车险“异地出险、就地理赔”

服务网络 ，无论何处出险 ，都能享受到

从报案到领取赔款，全流程便捷、高效、

统一的理赔服务。

5、车险查勘服务实现“四个一”，送一句

温馨话语、赠一瓶水、递一份《车险理赔指

南》、做一次满意度回访。

6、 拨打 4001234567 或登陆 ePICC 网

站，投保车险，免费送单，保费更低，管家式

一条龙服务，省钱又省心。

7、95518 服务专线，24 小时全天候、全

年提供全方位保险服务。

服务承诺详情请拨打 95518 或登录

www.epicc.com.cn�

百世酒业专场招聘会

白酒新贵霸气尽显

2011 年 5 月 15 日，湖南百世酒业有限

公司在运达喜来登酒店举行专场人才招聘

会， 据悉此次招聘会无论是前期宣传还是

现场布展都精心筹备， 只为打造出一个一

流的大型招聘平台，大范围招贤纳士，为适

应百世酒业全国市场发展需要储备人才。

招聘会现场，应聘者络绎不绝，气氛热

烈， 大气又充满张力的红色元素给人热情

鼓舞的视觉冲击，空灵高亢的《百世赋》唱

响了百世窖酒“好酒不怕巷子深”的霸气，

独具设计感与空间感的产品堆头将百世窖

酒系列精品一一呈现。 应聘者们通过现场

的宣传海报、 广告片等多种渠道对百世酒

业及百世窖酒进行了解， 工作人员积极讲

解并提供相关职位信息的咨询。 招聘会如

火如荼的开展中， 各个职位前来应聘的人

才越来越多，竞争可谓激烈，截至 15 日下午

18 点，应聘者已达 318 人，18 个省级销售经

理也基本落定，百世酒业斩获颇丰，精兵强

将，蓄势待发，百世窖酒征战全国版图的序

幕正式拉开。

元祖龙粽，会“呼吸”的粽子

今年端午佳节， 元祖食品推出一颗会

“呼吸”的粽子，进入您的口中，每一口都是

浓浓的端午佳节人情气息， 并为您奉上 60

天不变的自然清新，纯正与鲜美。

来自台湾的元祖龙粽采用了冷冻的保

鲜工艺，不仅未添加任何防腐剂，而且经过

不断的试验与考量，最终将保质期限提高到

了两个月，为每一位消费者将端午的新鲜味

道保存 60 天， 为广大顾客朋友们解决了食

品保鲜期短的困扰。

即使拥有了先进的保鲜工艺，元祖依然

十分注重各种食材的品质和选择。每一颗传

统龙粽都采用纯天然无污染的天然绿色富

硒粽叶、优质的天荷牌糯米和大米以及高品

质的五丰上食肉品，配上优质开洋、野生菌

菇还有粒粒饱满、 大小 1.5 公分的玉祝干

贝，佐以台湾风味酱料，遵循台湾工艺手法

精心制作而成。

除了传统的台湾肉粽口味，元祖龙粽还

推出了各种老少皆宜的龙粽口味：菌菇龙粽

采用了多种纯天然的野生菌菇， 保持年轻

态，增强免疫力，十分适宜注重健康养生的

老年人群。 八宝龙粽选用优质糯米和莲子、

红枣、薏米等食材，采用五谷杂粮之结合，口

味微甜、香糯爽口，食用后可美容美颜，苗条

瘦身，不易增肥，特别适合年轻女性朋友。全

力打造的是其中最高档的鲍鱼龙粽，则选用

了一年当中最鲜美、优质鲍鱼食材，肉质细

嫩，鲜而不腻；营养丰富，味浓清新爽口。 根

据现代医学相关临床证明， 鲍鱼补而不燥，

养肝明目，而鲍鱼肉中含有鲜灵素 I 和鲍素

Ⅱ，能有效抑制癌细胞。今年端午佳节，即使

有您的钟爱，欢乐您到元祖门店或网站选择

任一一款对味的龙粽礼盒。

“惠”当凌绝顶

5 月 21 日———6 月 3 日， 苏宁 2011 夏

令商品节盛大开幕

随着近日气温迅猛上升，消费者对于夏

令产品的需求也随之达到峰值。 为满足消

费者需求， 本周苏宁将携手各品牌厂商全

力以赴，于 5 月 21 日———6 月 3 日启动“夏

令商品节”的主题促销活动。 此次参与活动

的品类众多，涵盖空调、冰箱、风扇、饮水

机、净水机、洗衣机等等。 促销幅度之大、活

动赠品之丰富、参与厂商之多，相信会给消

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真金白银让利，500 万消费券惠赠三湘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申领到苏宁夏令电

器消费套券，那就要赶快行动了喔！ 苏宁电

器大手笔资源让利，500 万消费券惠赠三湘。

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可至苏宁电器各门店，

申领一套面值为 60元、160元、260元的夏令

电器消费套券。 此券可在购买电器的成交价

格基础上享受直降优惠，同时还可与其他活

动同时参加！ 苏宁电器真金白银的让利，致

力于以最大优惠回馈三湘消费者！

夜市喜乐惠，精彩享不停

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苏宁推出的夜

市活动无疑是倍受欢迎的。 据苏宁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上班的顾客大可选择在晚上购物，

既避开中午高峰购物拥挤，又可享受到额外

优惠。 5 月 21 日———6 月 3 日， 每天 19：00

点———22:00 点来苏宁卖场购物的顾客，在

参加其他活动的基础上， 还可参与以下活

动：满 1500元加赠电影票 2张；满 3000元加

赠电影票 4张。 机会不容错过！

幸运大抽奖，礼品等你拿

在活动期间，至苏宁电器各门店购物，单

张发票满 500元的顾客，就有机会赢取 37寸

液晶电视，还有电压力锅、电风扇等，奖品丰

富。 其中一等奖凭购物发票，填写抽奖券投入

抽奖箱，于 6月 14日在五一广场店集中抽取；

二三四等奖为购物时直接在门店用刮刮卡抽

取。 每张发票限抽一次，每人有 3次抽奖的机

会。 一等奖 2名：37寸液晶电视一台； 二等奖

10名：电压力锅一个；三等奖 20名：电影票 2

张；四等奖若干：可乐一厅或者围裙一条。

苏宁电器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现在是

购买夏令商品的绝佳时机，选对品牌，立马

抢购！ 以空调为例，现在购买不仅可以享受

到很多额外优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消

费扎堆、送装不及时等问题。 现在将空调买

回家，酷暑时分便可以轻松享清凉了。

省有线“电视黄页”诚征市（州）县总代理

��������按照省委、省政府“三网融合”双线改造要求，省

有线电视特开设“电视黄页”栏目及书刊项目，为了将

该政府公益项目迅速普及到全省各地，特向全省诚征

市（州）、县总代理，该项目适合于有志从事本地开拓

政府公益项目及书刊采编发行工作者，能成就您在当

地拥有一番永久的事业，欢迎有识之士前来报名。

湖南有线信息公司 地址：长沙市人民中路 9号

0731-84160276 13237422788（李主任）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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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蛭、蜈蚣、泥鳅

特种养殖 首选武汉农科大

最新技术提纯成功培育“农大 6 号”

特种养殖新品种， 利用房前屋后空

闲地、 水塘等进行人工养殖， 投资

小、见效快、产量高。 提供优质种苗，

上门指导建厂！ 商务总机：

027-87672301 余老师 李老师

地址：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产业楼

网址：www.xlx668.com

招商合作

缝纫类、木制品、铸造件、车

床件及仪表车件、纸箱。

0511-82038990 15189123811

江苏省镇江市九鼎进出口公司

捕猎机 捕鱼机

高频激光捕猎机：可捕野猪、野兔、

山鸡等各种动物。 诱引范围：2 千

米至 8 千米，最低价：850 元，野猪

专用型：2200元。超声波捕鱼机：浮

鱼水深宽：25 米至 220 米，最低价：680

元。 发地址姓名到 13826023178 即

免费寄资料光碟。 广东广州市白云

区富华电子厂 020－81983392

同喜礼仪

活动策划

庆典婚庆

13017315168 www.csgf08.com

物资 干洗 礼仪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厂价直销柴油发电机

李先生 1375505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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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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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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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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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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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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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博仕 分钟自动充气补胎液

招商热线：82562779、13257358788 廖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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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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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行业，市场广阔，回

报丰厚！ 成熟运作模式，复制

即可成功。 免费向各医疗单

位赠送医疗设备！

招商热线：400-6263-998

029-82681112

2000元创富！

小投资，大回报！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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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