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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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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手机定位

智 能 卡

定位手机位置， 短信拦截，

自动录音，清单查询等，（货

到付款）www.wkjtq.tk

13178880749胡

转让 家政

湘江世纪城网吧转让

非诚勿扰。 电话：18975123399

捕捉机

高频激光捕猎机： 声波诱引

深 宽 25 米 680 元 ；70 米

1500 元等多种型；高频激光

捕猎机：可诱捕多种动物，诱

捕范围：2 千米 780 元；3 千

米 1380元；5千米 2300 元；将详

细地址姓名发到 13553452644

免费寄资料光碟参考。 广东廉江

市宝丰电子厂 0759-662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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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商

T：0731-84820419、18673128081

赖茅酒酱香浓郁 柔和绵长

低价转让合力叉车

15115329556吴先生

在家上班轻松赚钱

康辉公司提供致富平台在家转接电

话日获八百免费加盟 1537104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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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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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搬 家

芙蓉广场、西站、保洁

保姆、钟点工。 85869436

海川家政

皇冠世家高薪诚聘

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可

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7790

三高渣土运输招汽车

0731-88210098、13637419155

皇廷九号女士会所聘

男女夜班服务员（日结）

联系电话：15974249494康经理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10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5865188

高价发放手工活

玩具、串珠散件，外寻办厂组装技师，上

门培训，免收押金。 020-85947351

招生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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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洗设备 物资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车博仕 分钟自动充气补胎液

招商热线：82562779、13257358788廖生

一

全省招商

厂价直销柴油发电机

李先生 1375505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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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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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大额资金寻项目投资

财富专线：028-666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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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医学高级职称

最新版人机对话考试 137872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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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治前列腺炎、增生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

运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特治前列腺炎、增生、前列腺肥

大、尿频、尿急尿痛、血尿、阳萎、

阳缩、 拉尿不出要插导尿管者，

都能三五七天扯掉管子正常排

尿，二十天左右可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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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具工厂

专业承接、加工、批发各类牌具。

新品最多，质量最好，价格最低！

鬼手牌王最高技术尊贵预约热

线:18774818888火车站天佑大厦 2310

斗牛感应王

桌上无需任何东西牌在手上直接感

应报牌 最新多面骰无磁麻将机程序

进口博士伦眼镜看清扑克字牌麻将

教玩牌绝技 火车站凯旋国际 A

栋 2401房 18684658528

多功能麻将机和扑克报牌仪适

用于全国各种玩法 ，无破绽

装麻将机程序

长沙晚报正对面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底

价

13467671788

代玩扑克 18274844388

纯手法可在一秒内分析出斗牛三

公九点点数大小，不限场地扑克。

登录 www.sxlyb1688.com

或电 0755-88873135

摄像手表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开牌一秒即变，变后不

多不小不重复，发牌认牌控牌神出鬼

没，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能自摸。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玩斗牛金花三

公庄闲通杀，包教包会。 最新扑克分析

仪桌上无需任何设备桌上手上感应报

牌。四口程序麻将机上门安装。进口高

清博士伦。 www.csjhpj.com

长沙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 楼

娱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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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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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盈投资

专业办理 10万起利息低办件快

可免担保抵押保证过件才收费

低利优惠 咨询 13549658759

致富捕捉机

高频激光捕猎机： 可捕各种动

物， 无须拉铁丝， 声波诱引 1.8

千米 850 元，3 千米 1250 元等；

另有超声波捕捞机：可捕水中冷

血动物，可捕有麟无麟、黄鳝等。

发地址姓名到 13539436788 即

免费寄资料光碟。 广州市富

达电子厂 020-81990610

庆“五一”优惠报名并赠送精

美礼品一份（5 月 1 日-31 日）

和安排优先考试。日夜培训，

学员至上，廉洁教学确保拿证。

地址： 东二环锦泰广场旁训练

场，电话：84820488 万家丽

北路训练场，电话：84081498

金鑫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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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

到通程买家电，1元变200

28日起，制冷家电节盛大开幕

50元、100元、200元代金券， 仅需1元

即可换购！你心动了吗？28至30日，通程

电器2011年制冷家电节盛大开幕。届时，

只要在通程电器全省42家门店任一门店

购指定物品单件满指定金额， 再加1元，

就可获赠50元至200元的制冷家电代金

券， 将在购买商品的最低成交价上直减

现金！

制冷家电疯狂让利，百款特惠机心动登场

据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刘伟介绍，本次

制冷节货源采购的最大亮点是，在保证了

市场价格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还集合了主

流畅销商品、上千款新品、百万台特惠机

于一体。 如名牌1.5P冷暖挂机劲爆价1588

元，210立升三门冰箱1488元、品牌遥控扇

239元等多款特惠商品。同时，如消费者购

买志高空调， 还可享受指定机型返现活

动，最低返现100元，最高返现将达900元！

让利幅度将史无前例，共同打造极具震撼

力的制冷节。

买制冷家电，送388-1588元大礼包

28日至30日，只要你在通程电器购空

调、冰箱、冷柜，单件满指定金额，就可获

赠388元至1588元不等豪华礼包。此外，如

消费者购买空调扇、风扇、饮水机，可在商

品的最低成交价上， 享受单件满200元至

1000元，即减10%现金的超值优惠。

国美和府新活馆明日盛大

开业

国美电器联手快乐购

彩电冰洗空调今晚疯狂特卖

今晚七点，“快乐国美快乐购”家电特

卖惠将在重装新张的国美和府店狂欢直

播， 湖南时尚频道和卖场将同步销售。西

门子冰箱、三星、夏普彩电、三洋洗衣机、

美的空调……各大品牌家电特价汇聚。届

时，市民可以在国美和府店购买，或打电

话96889订购， 还有机会获得iPad2。 此次

“快乐国美快乐购” 直播特卖惠将连惠三

天，不管您是在国美和府门店现场还是收

看湖南时尚频道都能享受此次终极优惠。

开放体验无处不在

在国美和府新活馆内，手机、数码、电

脑等时尚家电都将采用真机展示，增强卖

场与消费者的互动。此外，国美电器还已

联合中国移动在店内开出"移动营业厅"，

及时方便为消费者办理相关业务。今晚七

点，快乐购启用了金牌购物专家和资深模

特现场助阵，湖南时尚频道黄金时间直播

现场；国美负责上门送货安装，提供售后

保障。

全星城疯狂让利

据悉， 为庆祝和府新活馆火爆开业，

国美电器不仅与厂家联手储备了近亿元

的精品货源， 还同时推出财富增值攻略、

价格攻略、礼品攻略、服务攻略等多项举

措。凡在5月27日前顾客预付定金，国美将

在开业期间以加倍返还现金卡的优惠方

式进一步反馈消费者。开业期间推出一系

列的优惠活动， 像整点抽免单5000元大

奖，整点抽IPAD2等等。

先锋、苏宁战略直营

全国建设100家音像专厅

作为国内最大的家电销售渠道，苏宁

电器成为日本家电巨头们密集造访的对

象。5月23日，日本先锋株式会社社长小谷

进率集团高管抵达南京，与苏宁董事长张

近东展开深度会晤。

双方将在中国推进100家音像专厅的

建设，以直营的模式进行销售提升。据了

解，去年8月至今，先锋彩电产品在苏宁的

销售已经超过26万台。先锋DVD、迷你音

响等产品的销售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两

类产品销售同比增长幅度达到293%。

双方再次明确全年20款先锋DVD、蓝

光DVD、迷你及组合音响、家庭影院四大

品类产品在苏宁投入销售。 同时双方更达

成在音响、DVD产品的直营合作， 并在全

国苏宁电器100家优质店面核心位置推进

先锋音像专厅的建设， 音像店包括了先锋

彩电、音响、蓝光DVD等顶级产品，营造出

顶级家庭影音娱乐享受。

2011年，先锋与苏宁在新技术产品的

推出和销售渠道的优势结合使得双方的

合作前景令人期待。“先锋电子作为极具

技术优势的日本品牌，自去年进入中国市

场之后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此次双

方将进一步加大相关的合作力度，利用苏

宁的渠道优势，把更多优质的产品引入国

内，尤其是接下来100家音像专厅的投入，

将给消费者提供更多前沿的影音体验。”

苏宁电器总裁金明表示。

小天鹅自动投放洗涤剂技术

树立行业标杆

五月以来， 小天鹅自动投放洗涤剂

洗衣机在全国各地上市， 全面打响五月

洗衣机市场销售旺季。据了解，小天鹅自

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尚属国内首创，符

合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同时，小天鹅研

发的“洗衣机自动投放洗涤剂装置”独门

核心技术也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专利证书。

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

笔者在国美、 苏宁等家电卖场了解

到，小天鹅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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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

鹅洗衣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四款产品

全部经过了最权威的政府机构和专家

团队鉴定。

自动投放核心技术获专利证书认可

吴尚杰表示，小天鹅率先在中国洗衣

机行业推出了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这

是小天鹅实现了由中国家电制造商向国

际家电制造商的转变的标志性步伐。小天

鹅将智能投放技术与衣物重量、温度环境

自动感知技术相结合，全新开发出国内首

创、 国际领先的智能投放洗涤剂洗衣机，

并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此技术应用在波

轮洗衣机上。

据了解， 小天鹅自动添加洗涤剂式

滚筒洗衣机还荣获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2010年创新盛典“最佳自主创新

设计奖”，这也是小天鹅连续五年摘得此

桂冠。

欢乐儿童节，海底宝贝总动员

今年六一长沙海底世界以“欢乐儿童

节，海底宝贝总动员”为主题开展了“快乐

宝贝酷毙秀”“全家‘鱼’乐总动员”等一系

列将鱼趣与小朋友们经典的结合在一起的

鱼乐活动。

据了解，5月28日-6月1日来长沙海底世

界游玩的小朋友都将获赠一份需要自己动

手制作的海洋动物面具。长沙海底世界安排

了特定的地点让小朋友们握上剪刀亲自动

手制作面具并且在这里还搭建了“快乐宝贝

酷毙秀” 舞台供小朋友们show自己的无穷

乐趣。另外长沙海底世界延续了往年最受欢

迎的捞鱼比赛活动。今年的捞鱼比赛是家长

和宝贝一起上，在相互合作嬉戏玩笑中增进

亲子间的感情让欢乐升级。获胜的组合将获

得活体卡通“玛丽鱼”一份。

此外， 海洋馆的深海奇观也在六一迎

来了新的伙伴。据了解，在5·1期间深海奇

观入住了第一批成员， 他们是飘然若仙的

海月水母、 色彩绚丽的火焰贝以及蜘蛛蟹

等深海生物。 还引进了从日本来的刀片鱼

以及大龙虾， 让游客们能看到真正的海底

仿真世界，感受到“潜”入深海的神奇与梦

幻。 长沙海底世界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

年的成长历程， 并花巨资新建了海洋极地

馆， 到目前为止馆内汇聚了南极企鹅北极

白鲸、北极狐以及海狮海豹、庞大的海豚队

伍等等。

新一佳超市提前打响端午特

惠宴

中国传统的端午佳节将至， 笔者走

进知名连锁超市新一佳卖场， 浓浓的节

日氛围，品种多样的端午粽子，让人目不

暇接。据卖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

的端午节准备更加充分， 提前打响端午

特惠宴。

购新一佳粽子礼品卡，享7.5%优惠！

5月6日起，新一佳行业内率先推出了

端午礼品优惠卡，购买时最高可享受7.5%

的折扣，6月6日前持卡在新一佳所有分店

买粽子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哦。

购物送“粽”礼-满68元送5元粽子券

5月27日至29日， 只需在新一佳超市

区一次性购物满68元， 即可获赠5元粽子

券一张，以此类推，单张小票最多限领二

张，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使用有效，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节日相关的皮蛋、咸蛋礼盒、礼品酒、

保健品礼盒等商品也做了大幅度的让利，

节前去新一佳逛逛，一定能收获不少的意

外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