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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仓库招租

厂房配套设施齐全，带办公楼、宿舍楼，

动力电稳定。 地址：开福区，北二环旁边，

大明工业园内。 电话：13637499095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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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菜馆 10万转让

地址：汽车东站附近。 18900739887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转让 出租

湘江世纪城棋牌室（6台麻

将机设备齐）18973127561

转租

贷款 84211007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

贷款即日放款。 湘府路 88号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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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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装、加氟、回收

修家电 89782412

空调维修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招生 招聘

家 电 维 修

医药卫生，建筑，财务

www.cvtmc.org 0755-25924904

职（执）业资格

大中专学历学位

申报咨询

诚聘专兼职销售代表 8名

电话：0731-84814267

13017399622 13786169399

网址：www.csxiangla.com

法国西夫拉姆红酒

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资金直投

本公司为专业投资机构， 现诚

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投资范

围广， 资金到位快。 有成功案

例。 同时诚聘商务代表

电话：010-57034188、15010773996

联系人：李经理

战影

———特效灭蝇专家

【5-10秒击倒苍蝇，持效 30天以上！ 高效低毒，安全方便！ 】

广泛适应于养殖场、家庭、

酒店、厂房等各种场所

诚招

各市县独家代理

来电

免费

赠送样品

客服电话：010-62820698 400-6655-891 QQ：83613831（亘农科技）

亘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yhtc.net

【

】

全 省 招 商

皇廷女士会所急聘

男女夜班服务员（日结）

联系电话：15974249494 康经理

10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3526558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职称教

师建筑医卫 13332516331

资格证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

焊工、油漆工、滚齿工、叉车司机、勤

杂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提供号码准确率高

18207400783

彩票

手机通话录音， 精准定位，

婚姻调查与生意竞争的好帮

手。 WWW.MY0188.TK

18801934501唐生

卫星定位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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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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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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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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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花之林人文茶馆转让，位于城南东路路段，

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营业中，证照齐

全， 室内装修古典、 温馨， 有意者可致电

13973133324童先生、15802679522 姜经理

或 0731-82621777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茶楼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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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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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3860767 李小姐

汉神探测治疗器招商

该设备具有查病自动报警治疗

自动选穴两大功能，保健预防治

疗美容四大功效，拥有独家发明

专利。 现诚招全省、市、县代理。

招商热线：0731-88336298、13973173480

www.cszhongchuang.com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上海建冶集团 网址：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销售电话：021-50325201、/5003/5205

干洗设备 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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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6927005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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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超低工商 82183090

工商代办 82147786

理财 代办

座便器终身不刷洗材料，招

省、市、县级代理商，不需门

面投资，利润非常可观。

【代理费·押金·保证金·学习费全免】

河南新乡圣洁不粘涂层材料总公司

电话:0373-2187123、2187171

网址:www.xxshengjie.com

免费 代理

●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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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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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网络电视棒

本品是最热销的产品，直接插在电脑

上就可以收看 5000-6000 电视台及

成人电影，学习外语的可以直接收看

国外台学习各国语言，不用下载。 货

到付款，订购电话 15107385115

一年一度大回馈

国美年中大特惠

6月下旬，各大商家也已进入年中盘点的

时候。 近日，从湖南国美方面获悉，由于经营

策略得当，湖南国美经营业绩突出，市场占比

和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 为答谢广大星城消

费者对国美的关注和支持， 国美电器全国

1400多家门店将于本周全面启动为期半个月

的年中特卖惠。

2011 年上半年年中盘点， 湖南国美销售

业绩斐然。 为了回报一直以来支持、信任国美

电器的星城市民，国美投入重磅资源，打造年

中回馈庆典。 据了解，各大家电品牌为年中感

恩盛典准备了各类特色商品，货源、价格优先

向湖南国美倾斜， 保证市场供应充足及价格

的绝对竞争力。

为体现年中盛典超凡力度， 国美针对各

大品类启动普惠促销机制， 实现最高优惠力

度。 凡消费者在年中活动期间来国美电器购

空调可享受购空调挂机送 200 元电费、 购空

调柜机送 300 元电费、购空调一挂一柜送 600

元电费、购空调二挂一柜送 800 元电费、购空

调三挂一柜送 1000元电费。

相关链接

芙蓉商圈的最大家电卖场———国美芙蓉

店，将于本月 18 日盛大开业。 作为国美新模

式门店， 芙蓉旗舰店在升级改造后， 更强调

“消费者的体验”。 卖场内通过开放式货架，各

种至 IN 至潮的家电商品将与顾客零距离接

触。 在卖场的体验区内，消费者可以一边逛一

边玩。 即日起星城的消费者在芙蓉店预存 5

元抵 50元，预存 20元抵 200元这些优惠并可

在最低成交价基础上直接使用。

此次年中特卖惠势必一如既往的坚持国

美的低价策略，提前释放千万特价资源，一举

引爆星城家电市场。

华润万家

欢庆二十七周岁生日

6 月 16 日， 华润万家司庆活动正式启

动。 在华润万家 27 岁生日的重要日子，将以

“相伴 27 年，惊喜 30 天”为主题， 开启本届司

庆购物盛宴。

本届司庆活动以商品让利大优惠的形

式拉开司庆序幕， 所选让利商品更具民生

吸引力，给消费者带来购物的快乐与惊喜。

司庆期间，6 月 16 日 -22 日，凭当日单张小

票满 128 元即可参与加 2 元、7 元给“利”大

换购。 电器存 1 元最高可抵 100 元；6 月 17

日 -19 日， 凭贵宾卡超市区满 128 元送 15

元现金券。 约“惠”时尚，百货区 1 元起换

2.5 倍、2 倍、1.5 倍。 满 108 元送精美礼品。

联合知名品牌供应商店外路演， 尽显个性

气氛，折扣优惠享不断，另外无需购物，填

写问卷即可参加抽奖， 都有机会赢取浪漫

夏威夷之旅。

司庆期间更有贵宾特惠， 只需持卡内积

分即可换得宝洁、欧莱雅、爱仕达等诸多款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知名产品。 切实体现———贵

宾独享！

华润万家司庆期间情系民生，真情让利，

以行动改善大众生活品质！ 敬请惠顾！

减现金、送礼包、享漂流

尽在通程电器

———通程电器 2011 年夏季家装电器博览会

开幕啦

买家电，除了要价格低，还想礼品多？ 那

就赶快到通程电器“2011 年夏季家装电器博

览会”来吧！ 今天起至 19日，只要你在通程电

器全省 42 家任一门店购物，就可享受现金直

降、豪华礼包不限量赠送等多重实惠！ 本周买

家电，去通程电器必将是你最好的选择！

到通程买家电，享 100元家装补贴卡

17至 19日，消费者可至通程电器任一门

店总服务台，免费领取 100元家装补贴卡。 活

动期间，凭此卡购彩电，冰洗，空调，家庭影

院，烟灶热 2 件，且单件 1000 元以上产品，就

可在商品的最低成交价上， 再享受每台补贴

100元的特别活动。

价值 1200元超豪华礼包，你心动了吗

价值 1200 元超豪华大礼， 单件购物满

指定金额即送！ 你心动了吗？ 现在开始，只

要你在通程电器购买家电， 就能享受。 同

时， 你购大家电单件满 599 元 、1599 元 、

3599 元，也可分别获赠价值 300 元、400 元、

900 元大礼包！

此外，如果你是通程集团的会员，还可

享受低门槛兑换积分的活动！ 活动期间，只

要你会员卡内有 100 积分， 就可兑换 10 元

现金券！ 200 元积分兑换 20 元现金券，以此

类推。 该券视为现金使用，且无任何限制使

用台阶！

通程送清凉好礼，带你去漂流

针对炎热夏季的到来， 通程电器还将额

外送出一份清凉大礼。 现在开始，只要你在通

程电器长沙市、 株洲市内任意一家门店购物

满 188 元，就可参与“大围山峡谷漂流”的抽

奖活动。 被抽中的幸运顾客，可获得 2人免费

漂流的机会！

三步祛疤 步步见效

91%疤痕问题有效改善

“三步祛疤”步步见效 90%疤痕彻底消退

“三步祛疤”是由“疤痕修复第一人”泛美

整形院长郑荃教授领衔，数十位从事皮肤、外

科、烧伤科、整形科外科疤痕研究和治疗工作

多年的专家团队， 通过多年疤痕修复临床实

践，独创的创新科技。“三步祛疤”能彻底消退

外伤疤痕、烧烫伤疤痕、剖宫产疤痕、妊娠纹、

痤疮疤痕等 90%的疤痕问题。

5 月， 中法日国际整形美容新技术峰会

上，“三步祛疤” 创新科技再次得到国际顶级

医疗美容大师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运用现代

高科技祛疤仪器与疤痕美容修复技术， 结合

独有的重塑、精修、润色最新疤痕修复原理，

有效激活疤痕受损细胞的同时， 促进皮肤组

织血液循环，瓦解疤痕色素沉淀，凹凸的疤痕

变得平滑，疤痕暗色消退，直到疤痕外缘跟正

常肌肤无异，黄金 1 米社交距离，肌肤焕然一

新重现 0瑕疵。

祛疤不再一刀切 三步祛疤定位更精准

如何让疤痕修复接近无创肌肤的效果，

需要科技手段、专业技术、先进的设备等有效

的配合。 郑荃教授指出，现代科学的疤痕修复

应遵循皮肤的生理特点以及疤痕形成的机

理，传统一刀切式的祛疤方法是不可取的。

“三步祛疤”采用多种国际顶尖的技术，

结合现代美容修复标准，重塑、精修、润色“三

步祛疤”，步步见效，能将大而不雅或凹凸不

平的疤痕美化成细小、 平淡而肉眼不易看见

的皮肤状态，令疤痕外缘与正常肌肤无异，黄

金 1 米社交距离彻底隐退， 令肌肤焕然一新

重现 0瑕疵。

地址：韶山北路 192号湘农大厦

电话：0731-8256�6689�

��������网址：www.fanmeimr.com

佳能旗舰体验中心

入驻苏宁五一广场

继 5 月 31 日尼康入驻长沙苏宁五一广

场店 Image�Vision（影像视界）后，佳能首家湖

南最全的数码旗舰体验店也将于 6 月 25 日

正式开业， 同时这也标志着湖南地区首家

Image�Vision即将正式落成。

佳能苏宁五一广场数码旗舰体验中心，

共有超过 60 款镜头全系列真机展现，包含从

最短 14mm 焦距到最长 600mm 焦距，焦距比

超过 57 倍，涵盖所有摄影场景。 从最普通的

机型 EOS500D 到最热销的机型 EOS550D、

EOS600D，再到搭载全画幅 CMOS 图像感应

器的专业级数码单反相机 EOS�5D�MARKII

都会出样。 届时，摄影发烧友们可现场体验佳

能和尼康单反的魅力！ 无疑，苏宁数码旗舰体

验中心的佳能和尼康专区是在省内一次性出

样数量、规格最全的产品专区。 苏宁数码旗舰

体验中心会成为专业数码知识交流的平台，

体验中心齐全的单反产品型号， 真实的体验

式服务。

6 月 17-26 日， 苏宁电器 1000 万资源，

回馈长沙市民。 此次的年中庆典， 得到了西

门子、松下、海尔、夏普、惠而浦、美的、三星、

LG 等强势品牌的鼎力支持，活动力度堪比黄

金周。 6 月 15-26 日，苏宁天天返券，天天送

礼。 同时，购买冰箱、洗衣机、空调，满 1000元

以上，便可补贴电费 50-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