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25日（本周六）19:30，

湖南湘涛队将在客场挑战天津润宇

隆队。这是下半赛季湘涛队首场比

赛，他们的目标是力争胜利。本报

湘涛比分竞猜平台开通，猜中本场

比赛比分就有机会获得湘涛球衣

一件。

在本赛季首轮比赛中， 湘涛队

在主场被润宇隆队逼平。 本场比赛

湘涛将在客场挑战对手， 湘涛队主

教练张旭表示：“我们每场比赛都争

取胜利，这场比赛也不例外。”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谢茂

参与方式： 登录http://ent.voc.

com.cn， 点击相关主题帖报名参

与，留下姓名、电话和答案。

6月25日19:30��天津润宇隆VS湘涛

下半程开赛

湘涛力求胜利

猜本场比分赢免费湘涛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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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2日，2011年全

国象甲联赛结束第9轮比赛，虽然本

土大师谢业枧状态回勇， 首次在今

年联赛赢棋， 但主场作战的湖南队

还是以一胜一和两负的总成绩不敌

河北队。本轮战罢，湖南队继续以7

分在联赛积分榜垫底。6月26日-30

日， 象甲将在杭州展开四轮赛会制

的角逐。 ■记者 蒋玉青

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

红色注定成为主题。继在5月推

出“五四” 青年节拓展体验赛

后，7月15日-16日， 韶山红色

拓展学院再度举办2011湖南省

首届红色拓展挑战赛， 让更多

的人体验当年红军的精神，这

也是湖南本年度众多纪念建党

90周年的活动之一。

相比于“五四”青年节拓展

体验赛， 湖南省首届红色拓展

挑战赛规模更大，规格更高。本

次比赛由湖南省实施全民健身

计划委员会、 湖南省直机关工

委和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

省登协和御峰户外承办， 三湘

好玩俱乐部则是本次活动的协

办方。本次比赛特色鲜明，作为

红色拓展教练员之一的谭发良

介绍说：“比赛项目将模拟红军

战士当年经历的艰险， 队员将

在比赛中体验那个光辉岁月，

重温红色情怀，重拾红色记忆。”

红色拓展注重团队合作，所

以本次比赛的参与者也需以团队

形式报名，每个团队共计20人，队

员18人，领队2人，其中队员要求

至少有5名女选手，参与对象为省

直机关和中央驻湘各单位等。

本次比赛所设项目全为团队

参与体验项目，包括胜利步伐（巨

人脚步）、战胜天险（高空天梯）、

翻越秦岭（攀岩）、胜利会师（韶峰

登山大赛）。比赛分为团体积分赛

和单项积分赛， 根据积分总排名

进行奖励。 如果你们的团队能在

如林的强手中脱颖而出的话，奖

励也是丰厚的， 除了获得组委会

颁发的奖杯、奖牌外，还有不菲的

奖金， 本次比赛团体前三名的奖

金分别为 10000元 、8000元和

5000元，还等什么呢？快来挑战

吧， 在玩乐的同时还有机会拿大

奖。 ■记者 刘涛

2011湖南省首届红色拓展挑战赛招募

比赛设高空、攀岩、登山等项目

头名奖一万元

红色拓展赛

敢不敢挑战

爱心驿站婚友

女 36 离无孩私企美女老板房车具备

征 45 下有孩男视亲生 13187046918

女 41 离孩对方经商富姐生意旺房多

套征 54 下疼她的男 13786145512

女 47 离私营房车门面齐知书达理不

讲条件真心找伴过日子 13142019199

女 52 丧经商十几年家境好房多套真

心安家男可落户女方 13469453938

男 55 离孩对方处级干部条件好 3×2

房独住通情达理征 51 下女 15274974699

男 60 离孩成家银行退休私房独住身

体健康无负担找老伴 15207493319

交友女 34 离媚娘靓车宽房火辣身材

曼 妙 风 姿 盼 男 依 偎 18975895901

交友女 40 无孩款姐丰态性感迷人孤

独长夜盼有情男相伴 1827480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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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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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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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干洗设备 物资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6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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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 招聘

家 电 维 修

10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3526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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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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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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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某教育公司诚聘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策划。

联系人：黄女士 18773181241

平安售后服务部特聘

客户服务专员 5 名 15084821655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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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

太阳能热水器 13507445268

上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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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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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荣诚投资

专业办理个人、企业（1-5000 万）长、

短期信用贷款，民间资本直投，银行

合作，无担保，免抵押，快速得款

（外地可）025-83204244、

13675140044 地址： 南京市

中央路 399号天湖滨 5幢 84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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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 1000m

2

饭店转

有大型停车场、 自备井水带鱼塘，

有 7亩菜地、租金低 15111101295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职称教

师建筑医卫 13332516331

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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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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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机

超声捕鱼机激光捕猎机不用

拉线、声诱吸引，免费索取资

料和光盘请发地址、姓名发到

13926705883即可 0668 -2518389

工商代办 822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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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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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工商 82183090

工商代办 82147786

理财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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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全 省 招 商

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号将三江·花中城 21 栋交付使

用。 届时请您带上购房相关资料到三江·花中城物业公司（18-19

栋间）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敬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

物业办公时间：上午 8：00-17：30，中午及周末不休，

详情请致电：0731-85327455

特此通知！

三江·花中城 21栋交房通告

湖南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象棋湘军主场再败

活动详情、报名

方式和竞赛细

则请登录 http:

//ent.voc.com.

cn，点击相关主

题帖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