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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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聘熟练钳工三名

诚者电：13677352601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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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86927005

亿高投资

借款炒股 85822242

免费为客户提供个股咨询、分析

诚聘招生代理

211 重点大学项目， 本科层次， 校内学习。

027-87197702、13207126990（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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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售后服务部特聘

客户服务专员 5 名 15084821655 伍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职称教

师建筑医卫 13332516331

资格证

专利产品寻合作招商

最新节能环保专利产品，有样品，市

场大，利润可观。 电活：18673155767

北京汉通预科学院受韩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58 所海外大

学委托在华招生，本科预科双录取，无需语言和高考成绩。

特别推荐：加拿大公立大学 SPP计划：二年专科或四年本科，多

为加拿大紧缺专业，大二即可带薪实习，签证不需资金担保，总留学

费用仅需 15万元。毕业后政府发放三年无条件工作签证，直接就业，

工作一年就可以移民加拿大。 是性价比最高的留学项目。

高考不如意 出国上大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

报名地址：北京市中关村东路 18号财智国际大厦 B座

咨询热线：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 www.httxzg.com

超低留学费用，中等生即能入读世界名校！

������本产品是可以延长发动机寿命的智能电子节油

装置， 经国家汽车技术、 高新科技专利部门检测许

可，适用于汽油、柴油、天然气等所有机动车辆，可以

节约 10-25%的油料或燃料，提升动力 10-35%。

现诚招湖南省各地区代理经销商， 有汽车配件

经销渠道者优先。 高薪聘请业务员

汽车智能节油器

机动车辆智能电子节油器湖南经销总公司

公司负责人：万先生 18938654555

诚招湖南省各地区代理经销商

2011年英澳硕士

电话：010-62289538 网址： http://iec.cufe.edu.cn

留学直通车第三届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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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活 招加工户

产品仿真花 15122134121

特价搬家

恭喜发

84258568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 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哈尔滨雪影啤酒招商

诚招市·县代理：13319548488

招商网址：www.hrbxypj.com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招生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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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某教育公司诚聘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策划。

联系人：黄女士 1877318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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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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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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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台前身人 民 大 会 堂 指 定 用 酒

全国政府采购钓鱼台国宾馆指定用酒

厂家全程帮扶 ，成功的营销模式

厂电：0852-2315258 18798165888

正宗赖茅酒

赖

雨

生

招

商

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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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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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搬货 移空调

蚂蚁

85710002

一日三餐夜宵承包

另聘服务员传菜员厨师若干名 1397482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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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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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种型号超声波捕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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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fdkj.jqw.com

婚 介

爱心驿站婚友

十周年庆女士免会费 82338726

女 31 离孩对方白领收入丰厚 3Χ1 房

独住征感情专一成家男 18274806324

女 36 离未育私企美女老板房车具备征

45 下 有 孩 男 视 亲 生 13786145512

女 42 离孩对方经商富姐经济佳房多套

寻本份男可落户女方 13142019199

女 47 离私企房车门面齐知书达理，不

讲条件真心找伴过日子 13187046918

男 56 丧个体房车齐无不良嗜好厚道实

在征城乡不限持家女 18975895901

男 64 离船长退休独住擅长书法且有收

入 觅 伴 共 渡 夕 阳 13469453938

交友美女 35 离靓车宽房时尚浪漫美丽

大方性感佳人觅激情 15207493319

交友款姐 40 离无孩丰韵妩媚风韵犹存

孤 独 情 感 盼 你 陪 伴 15274974699

上海建冶集团 网址：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 /石料生产线

021-50325201/5203/5205

销售

电话

10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352655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苏宁入湘 7 周年庆典盛大开幕

2004年 9月，苏宁电器进驻湖南疆土。风

雨七载，现已成长壮大为引领湖南家电连锁行

业发展的新航向。 7年间，苏宁在湖南的布局

从 1家店发展到拥有 36家综合家电大卖场的

规模；7年间， 苏宁在湖南家电市场培育了一

种新的消费观念———3C+消费；7年间， 湖南

苏宁成为享誉三湘的家电连锁第一品牌。

百万黄金大奖 亿元特价回馈

七载辉煌，特惠倾城：为庆贺中国共产

党 90 华诞，今天从 18:00 开始，苏宁在五一

广场店、东塘店举行专场闭店团购。 同时，即

日起至 7 月 15 日， 在苏宁电器各门店预交

50元定金，即可获得 3份好礼。 苏宁电器天

天返券，天天送礼，每天 18:00-22:00，还将

推出精彩夜市活动。 全品类满 1000 再降

100，还有丰富的礼品相赠！

疯狂让利 厂家鼎力助阵

苏宁此次店庆得到了各主流品牌的联

手支持，纷纷拿出近万台特价机型，意欲借

店庆之时，抢占市场份额、回馈广大消费者。

炎炎夏日来袭，空调即买即提即安装是

此次活动的最大亮点。 早市期间，来苏宁各

门店购买空调的消费者， 还有可乐赠送，让

消费者在这个夏天酷享凉爽。 同时，在此基

础上至五一广场店、麓山店、东塘店、步行街

店、星沙店的顾客再加赠的士费 20元。 而在

夜市期间，每天 18:00-22：00，在享受原活动

优惠基础上，购挂机再优惠 50 元，购柜机再

优惠 100元。

星沙店重装开业，创纪录的优惠

7月 2日，苏宁星沙店盛装开业，满 1000

元最高可优惠 300 元，包括 200 元现金券以

及 100元心意券。 开业当天，苏宁星沙店、五

一店特意准备了丰富的特惠机型以飨消费

者，10：00-18：00逢整点抽取。彩电、空调、冰

箱等你来搬！

长沙南湖医院

看望八路军老战士杨华清

6 月 28 日，全国青联常委、长沙南湖医

院集团董事长李军率党支部前去看望今年

已经 84 岁高龄的八路军老战士杨华清老

人。 杨华清老人参加抗美援朝 4 年，在抗美

援助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受过无数

伤，在枪林弹雨下捡回了一条命，是一个坚

强的，舍己为人的优秀共产党员。

长沙南湖医院为杨华清老人送去了慰

问物资，员工代表、党支部书记李焕钰对杨

华清老人嘘寒问暖， 跟杨华清老人谈起抗

美援朝的那段热血历史时， 表达了对杨华

清老人拼搏奉献的精神的崇高敬意。 作为

一个共产党员， 杨华清老人说， 他是骄傲

的， 作为一名抗美援朝的战士， 他是自豪

的，他为我们伟大的党而骄傲自豪，也祝福

我们党的九十岁生日。

长沙南湖医院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的

发展，从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到 50 年

不遇的大冰灾上高速公路送药送物资；从帮

助贫困家庭免费治疗到党支部带领医疗工

作人员走进社区免费进行宣教义诊，长沙南

湖医院一直坚持以回报社会为己任，以救死

扶伤，服务群众为宗旨，受到社会舆论的一

致好评。 建党 90周年之际，在医院党支部的

组织带领下，长沙南湖医院还开展了一系列

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活动。 如：优秀党员评

选活动、演讲比赛、万人签名活动等，提高广

大职工回报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更好地为

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双侧卵巢囊肿，还能不能当妈妈？

双侧卵巢囊肿，还能不能当妈妈？ 近日，

26岁的小梅（化名）在 163 医院给出了答案。

两年前在该医院微创妇产科摘除卵巢囊肿

手术，近日小梅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家人

都乐开了花。

据介绍， 小梅是长沙某电子配件场工

人，结婚 2 年未孕，经妇科检查显示：盆腔肿

块直径超过 5 厘米，双侧卵巢有囊肿，这样

的结果令小梅瞠目结舌。她从来不知道自己

会有这么严重的妇科疾病影响到受孕。

163医院微创妇产科主任徐静副主任医

师称，根据小梅的情况，专家组为她安排了

腹腔镜手术。通过腹腔镜对双侧卵巢囊肿进

行剔除，同时进行盆腔粘连松解术，术后小

梅又接受了抗炎及对症治疗。 手术成功后，

小梅很快就怀上了孩子。

徐静介绍，卵巢囊肿是卵巢肿瘤的一种，

可能是良性，也可能是恶性，双侧卵巢囊肿对

怀孕有很大影响。 卵巢囊肿在临床上多表现

有小腹疼痛、小腹不适、白带增多、白带色黄、

白带异味、月经失常，而且通常小腹内有一个

坚实而无痛的肿块，有时性交会发生疼痛。

徐静提醒，卵巢囊肿可导致不孕、四肢

水肿、发生癌变等。 广大女性朋友平时一定

要注意预防， 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生活习惯，

同时，一旦发现卵巢囊肿也要及时到正规医

院检查治疗。如果您还有更多妇科问题咨询

请拨打省女性健康关爱中心咨询热线：

0731-82288163

��������咨询网址：www.163fck.com

通程电器 4 小时限时团购开

始啦！

———今日，通程电器盛大聚“惠”

为庆祝建党 90 周年， 通程电器力争将

千万优惠资源让利消费者，与民同庆这意义

非凡的 90周年。 7月 1日晚 6点至 10点，通

程电器五一广场旗舰店、东塘旗舰店、西城

旗舰店、伍家岭旗舰店、红星旗舰店、星沙旗

舰店六大旗舰店将大摆团购盛宴，消费者只

要在以上门店即可参与 4小时限时抢购。 届

时，通程电器各门店全场家电 8 折起，机会

难得，想购家电的你不容错过！

买空调“当天购买·当天送货·当天安装”

高温天热？ 不用急，7月 1日至 3日，消

费者只要上午 12 点前在通程电器各门店购

空调， 即可享受通程电器售后服务团队郑重

承诺：购空调急速送装到位，并且实现“当天

购买·当天送货·当天安装”。白天上班，晚上

即可享受夏日清爽，名额有限，欲购从速哦！

玩赚暑假·LET'S 购

暑假出游，怎能少得了“它”，赶快带上

智能手机去 HAPPY 一“夏”吧！ 7 月 1 日至

3 日，通程电器在这里为你开启了潮流特惠

季， 届时国内外各大数码潮流品牌齐聚通

程电器大促销，低价商品让你心跳到不行。

消费者购数据相机即有机会获得超值大

礼。 心动不如行动，LET'S 购！

50 元现金抵用券全城免费发放

据了解，七月初通程电器星沙店“周年

庆”即将拉开帷幕。 为感谢星城市民对通程

电器的支持，7 月 1 日至 4 日， 通程电器星

沙店将在全城免费发放 50 元现金抵用券，

单件购 500 元以上即可使用一张。 来就送，

即买即省！

广汽丰田坤宝天心店

启动“心悦五载 感恩百万”活动

———轮胎优惠回馈

随着油价的持续攀升使得节油性能突

出的车型开始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如何合

理有效地省油才是应对高昂油价最直接有

效的手段。 据有效数据显示，轮胎滚动阻力

所造成的燃油消耗量约占整个轿车燃油消

耗量的 20％，占卡车的 30％以上，汽车轮胎

节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同时轮胎作为车辆的重要部件， 时刻

关系着车上人员的安全，据统计，高速公路

交通事故中有 46%是由于轮胎发生故障引

起的。 此轮胎的日常保养应该成为车主关

注的问题， 但调查显示虽然人们的安全意

识有了很大提高， 不过却往往忽视对轮胎

的养护。

为了让你更加放心的驾驶您的爱车，即

日起至 7 月 17 日快来广汽丰田坤宝天心店

参加“心悦五载，感恩百万”轮胎优惠回馈活

动吧！ ■欣闻

炎热夏日，打好脾胃保护战

夏季胃病常发，脾虚是根源

夏季是胃病常发季节。 主要表现为胃

部隐痛，食欲不振、食后腹胀、大便溏薄、

腹泻等。 黄主任提醒：入夏后人们贪凉嗜

好冰寒的食物，刺激脾胃，造成“寒湿困

脾”；此外，白天时间长，人们入睡时间推

迟，熬夜、夜宵、喝酒等生活方式使胃部承

受更大的压力，损害人体“正气”，加剧脾

虚，导致脾胃失调，容易造成“脾虚”症状

的胃病。

脾胃同治，其胃乃安

根据中医脾胃治疗理论，我国脾胃泰斗

梁乃津教授通过几十年临床病例的验证，研

制出了“脾胃同治”的国家金牌胃药 -- 胃

乃安胶囊。由广州中一药业生产的胃乃安胶

囊，含有黄芪、三七、红参、珍珠层粉、人工牛

黄等经典中药， 能兼顾脾胃的全面治养，针

对胃炎和胃溃疡，起到补气健脾、宁心安神、

行气活血、消炎生肌的效果。

中医理论认为“三分治，七分养”，胃病

是一种慢性病，脾胃同治则是一个综合的调

理过程。 治胃病的黄金周期是 28天，这也是

人体大部分细胞的更新时间。 针对于此，广

州中一药业提出“28天胃乃安计划”， 参加

“计划”的群众，坚持按疗程（28天）服用胃乃

安胶囊，让新生的健康细胞、组织替代病变

细胞、组织，同时配合专业的脾胃保健养生

系列信息服务， 就能将脾胃同治进行到底，

让胃病连根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