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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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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消费者委员会、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近日联合启动了“家装环保维权·天天

3.15”大型公益活动，免费为100户装修家

庭提供室内环境检测，活动从6月7日至15

日接受报名。

本次免费公益检测活动，将侧重于家

庭装修前装饰材料(人造板材)检测和竣工

后的室内环境检测。

据悉，活动从6月7日开始延续至10月

30日，分三阶段进行。6月7日至6月15日为

消费者报名阶段； 6月20日至9月30日为

现场采样、 检测阶段；10月30日将通过媒

体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

凡居所地址在长沙市区内，由正规装

饰公司装修， 能提供正式的装饰合同，且

报名之日起三个月之内能完成装修施工

的家庭， 能服从检测单位的时间安排，并

给予必要配合者均可免费报名，家人有血

液系统疾病或出现相关症状者可直接获

得免费检测资格，有小孩、老人、孕妇优先

获取免费检测资格。

活动中， 省消委和省疾控中心将深

入建材市场和消费者家庭进行调查走

访，并在消费者委员会网站和省疾控中

心网站上开辟投票平台， 面向社会公众

征集选票，评选出“星级”、“空气净化品

牌”、“建材品牌”和“装饰企业”，最高级

为五星级。

对检测中发现的环保达标和超标严

重的建材产品和家装工程，还将采取红黑

榜的形式通过媒体发布。

■记者 白娜

省疾控免费为市民检测室内空气

干洗设备 物资

可做建材奶茶店急转

用途广，理工大学和建材市场交

汇处，702终点站 15576237381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招商招聘

超越汽车前预警防撞安全自控装置

具有自动报警、减速、自动刹车功能，

该产品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现面向湖

南省诚征市级代理，另长期招聘业务

员，底薪三千！ 详情致电 13319579901

13508489262 0731-84078182

www.cyhn.com.cn

全省招商

10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5865188

聘监理工程师监理员

项目地址：望城普瑞温泉附近。

13047217889，熊先生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招生 招聘

龙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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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87672172 钟老师

地址：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产业楼

网址：www.xlx668.com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拆装家具 移空调

85710002

诚聘搬运工

蚂蚁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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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菜馆优价转让

地址：汽车东站附近。 18900739887

转让 出租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加工服装和木制品

来料加工： 手工缝纫睡衣 20 元／件

加工木制品：木托盘 240 元／套（先

付预付款）另加工毛竹、车冲件。

江苏镇江汇源 0511-85211626

哈尔滨雪影啤酒招商

诚招市·县代理：13319548488

招商网址：www.hrbxyp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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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8880794胡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

钻工、焊工、油漆工、滚齿工、勤

杂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http://epaper.voc.com.cn/sxdsb 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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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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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诚聘

全省各地初、高中老师合作招生，生源

费 2800 元每人现结。 18684833539

瑞精投资

14 年专业投资服务企业， 正规

渠道，团队运作，大额资金寻项目

郑重承诺：前期不收任何费用

投资直贷项目：房地产、在建工

程、矿业、工厂、电站、能源、农

业、养殖、医院、学校、科技开发

等。 方便、快捷。

全国免费直拨电话：400-028-9991

邮箱：scrj72@163.com

高科技捕捞机 捕猎机

捕捞机：可捕水中一切动物， 80

米水深宽 1680/台， 120 米水深

2650元/台。 捕猎机：可捕各种猎物，

3 千米 1330 元/台， 1.8 千米 850 元/

台。 发地址姓名到 13878096638 即

寄资料 VCD 光碟， 可货到付

款。 广西玉林市富民电子厂

电话：0775-2601638 联系人：甘彬

道远能源 10万年薪聘

企业高管， 储备干部：22—45

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0731-

82934122、13574100982龙主任

东塘东亚华香舍花都 1 栋 1 单元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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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肾用国药

《藏九珍补肾丸》

【功能主治】补肾强身、阳萎早泄、性

功能障碍等。 请您认准： 国药准字

Z63020164，三盒一疗程（凡买二送

一）长沙指定经销：五一广场平和堂

药号、五一路家乐福双鹤大药房、东

塘平和堂药号、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

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药号、河西通程

新一佳药号、新一佳开福药号、伍家

岭岁宝双鹤大药房、 井湾子大润发

双鹤大药房、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大

药房、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大

药房、星沙新一佳楚济堂、株洲平和

堂药号、宁乡大润发福海堂大药房。

热线：18711196016、18711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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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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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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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风险购物

15116104892

高清博士伦眼镜： 看清扑克

麻将不需任何加工。 手机智

能卡： 定位手机位置拦截短

信旁听对方通话。 防身棒：5-

10 米一击即晕外出防身佳

品。 电子地磅： 无线遥控吨

数。 成人用品：充气美女，男根

增养素。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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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睛、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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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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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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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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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