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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去通程电器买空调

上午买·下午装·晚上用

上网查最近天气预报，你会发现，长沙近

两天会有短暂的强降雨， 雨过之后就会迎来

新一轮热浪。 到那时，势必将会带来空调销售

高峰， 随之而来的安装可能会让消费者等待

很长时间。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刘伟建议广大

市民：消费者可赶在高温来临之前购买空调。

同时通程电器也在此次开展便民服务， 今天

起到通程电器市区各门店购买任意一款空

调， 即可享受上午买·下午装·晚上用的专业

便捷服务。 名额有限，欲购空调的消费者可要

抓紧时间了！

购家电直减 3000元，你不容错过！

除了急速送装服务，通程电器还将联合厂

家商家集体让利来感恩消费者。 今日起，消费

者只要以前在通程电器购买过空调， 凭之前

销售凭证购买其他品类两件以上商品且单件

在 1000 元以上，累计购家电满 5000 元，可直

减 500 元。 累计购满指定金额最高直减 3000

元。 超值优惠，你不容错过！

预存话费 200送 2400

�������此外， 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游玩更加

畅通无阻。 即日起至 31 日，通程电器东塘旗

舰店、 八一锦华店与中国电信强强联手推出

智能 3G手机大促销活动。即日起至 31日，消

费者在通程电器东塘旗舰店、 八一锦华店购

价值 600 元以上智能 3G 手机，就可享受预存

话费 60送 600；购 1000元以上智能 3G 手机，

即可享受预存话费 100 送 1000；购 2000 元以

上智能 3G 手机， 还可享受预存话费 200 送

2400！

花 20 亿打造湖南 IT 地图

宏图三胞湘江第一店即将诞生

笔者从相关渠道获悉，7 月底，中国 IT 专

业连锁开山鼻祖宏图三胞将正式进入长沙，

并在位于朝阳路上的数码步行街开出一家面

积近 3000 平方米的全品类 IT 时尚购物体验

中心。

宏图三胞湘赣大区总裁倪定松表示：“此

次宏图三胞斥 20 亿巨资打造湖南 IT 地图，

首次采用特区模式，不为别的，就为长沙特殊

的地理位置， 这是宏图三胞进军湖南市场的

第一步棋子。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

据了解，根据长沙 IT 市场现状，此次宏

图三胞将实行针对性很强的“特区”模式，

迅速抢夺市场份额。 在即将打响的长沙战

役中，宏图三胞将史无前例地投入 20 亿元

巨资进行湖南新店的建造，预计在一年内，

将会有 30 多家宏图三胞连锁店遍布在湖

湘大地上。 目前，打造湖南 IT 地图的宏伟

战略正在长沙、常德、株洲等地紧锣密鼓地

进行着， 宏图三胞对即将铺开的长沙战役

寄予了厚望。

宏图三胞不仅在用人、资金、采购、服务

等方面都给予全面的政策倾斜。 另外， 在订

货、采购方面，宏图三胞还将采取向厂家前期

打款， 直接参与原料采购与成品制造的全新

订货手法。 既保证了产品的市场适应性，也降

低进货价格，从而实现与上游厂家、供应商联

手运作市场的目的。 目前，苹果、Intel、联想、

HP、SONY、三星、佳能、方正、TCL、七喜等在

内的诸多国内外主流品牌厂家纷纷响应这一

举措，表示将在产品、资源、促销以及服务等

资源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宏图三胞斥巨资进入湖南 IT 零售市场，

希望通过自身主渠道的规范与示范， 引领当

地 IT 市场走上有序、公平的竞争格局，杜绝

市场盲动， 从而真正为湖南消费者带来全新

的 IT消费体验。

湖南国美九周年庆典

今日盛大开幕

7 月，天气渐趋炎热，湖南家电市场的销

售也是一片火热。 笔者从家电巨头———国美

电器获悉，今日，湖南国美将正式启动九周年

大型庆典活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南国美早

在六月初就开始着手筹备九周年庆典活动，

提前准备的 10 亿促销资源将一举投放市场，

更有套购大礼、消费抽奖赢取 IPAD2、越夜越

疯狂等多种活动让利消费者。

满堂套购 大礼等着您

即日起至本月 18 日，凡消费者在国美门

店购买冰洗、空调、彩电、厨卫、小家电累计购

物满 4999元即获送 1.25P空调， 购物满 9999

元送 32 寸液晶， 购物满 15999 元送 42 寸液

晶，购物满 16999 元送 50�寸彩电或者对开门

冰箱！

iPad2、数码单反、笔记本等大奖疯狂抽

湖南国美业务总监姜菲介绍： 此次湖南

国美电器九周年庆典活动期间一系列的优惠

活动之外， 还有令消费者心动不已的大抽奖

活动！ 凡消费者在国美各门店购物满 500 元

以上即可在服务台获得刮刮卡一张， 其中一

等奖礼品为 IPAD2， 二等奖为潮人们必备的

数码单反，三等奖为时尚炫丽的笔记本，四等

奖为家居必备的电水壶！

今晚 18点后上演越夜越疯狂

另了解， 国美三大旗舰店———侯家塘

店、星沙店、衡阳店同时重装开业，为此湖

南国美九周年庆典更添一笔色彩！ 湖南国

美市场部负责人透露，今晚 18 点，凡消费

者侯家塘店、 星沙店、 衡阳店购物单件满

900 元以上即可获送大礼品。 如 21 点后在

最优惠的基础上还送家居必备电水壶一

台，22 点后在最优惠的基础上还送厨房三

件套，23 点后在最优惠的基础上还送家庭

必备的电风扇一台！

苏宁全国 Expo 超级旗舰店庆

典周 7 月 9 日盛大开幕

7 月 9 日苏宁电器将在长沙、 北京、上

海、 广州、 南京等全国 27 个城市同步举行

Expo 超级旗舰店新形象启动仪式并携手各

大品类投入 8 亿元的促销资源，以超值特价

机、品牌签售会、海量上市新品掀开 2011 年

下半年的促销大戏。 苏宁 Expo 超级旗舰店

有一套硬软件标准， 商品出样数 10 万件以

上， 门店选址必须是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

店面面积 1 万平米以上，SKU 数量超过 5

万。OA 超市、家居超市、单反旗舰店、以旧换

新专区、3C 服务中心等丰富产品品类和功能

专区，定位为产潮流产品首发地、家电零售

“超级旗舰”，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多种体验

式购物。

超级旗舰店品牌 力度无与伦比

7 月 9 日，苏宁“Expo”升级庆典狂欢将

在全国同步开展，此次苏宁总计组织了 20 亿

的特价货源，以及 3 亿促销资源集中投放，包

括全国合计投入 100000 台超值低价热销产

品。 与此同时， 湖南苏宁也将大手笔资源让

利。今晚 18:00-23:00，苏宁老会员至苏宁五一

广场预充 10 元至会员卡就送庆典好礼，巅峰

让利。

7 月 9 日 10:00-21:00，苏宁五一广场店

举行总经理现场签售会。 八大品牌老总亲临

签售现金卡，凭卡可在成交价基础上再享极

限优惠。 这一天的 19:00、20:00、21:00 三个时

段在苏宁五一广场店现场抽奖销售特惠机

型。 抽奖机型彩电、空调、冰洗低至 6 折。

品牌价值超 700 亿 苏宁蝉联中国商业零售

第一

近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在北京发布 "2011

年第八届《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 榜单，苏

宁电器品牌价值由去年的 508.31 亿元上升至

728.16亿元。 位居榜单第十四位，继续蝉联中

国商业零售第一。

我相信的就是这个医院

日前， 治愈已两年多的银屑病患者林金

兰，再次来到湘潭科林医院，对医院治愈她的

银屑病表示感谢。 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

个皮肤病患者， 他们是在林金兰的推荐下来

看皮肤病的。 当问及原因时，她用一种坚定的

口吻讲到：我相信的就是这个医院。 这个从湘

阴县南湖镇来湘潭接受皮肤顽疾治疗的农村

妇女，为什么会发出这样一种感叹？

40 多岁的她在 10 多年前生下孩子后，

就患上了银屑病。 虽然多方求医，不但久治

不愈，而且全身出现了小脓包，并有淡黄色

片状的磷屑覆盖在她的表皮上， 其形状十

分吓人。 为此，乡亲们不敢和她见面，就连

女儿也被她这副怪模样吓倒。 她只能成天

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而且这一躲就是 10

年。 长年的治疗，早已花光了林金兰家中所

有的积蓄， 已无钱再进行治疗的她也早已

失去了治愈的信心， 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

死神的来临。

2009 年 6 月底，在湖南都市频道《约法

三章》栏目的帮助下，她来到湘潭科林医院

求治。 鉴于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医院还减免

了她全部的医药费。 原本打算放弃治疗的

她，重新点燃了治愈的信心。 经过该院一个

多星期的治疗，她的银屑病就全部治愈。 现

在她不仅经常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还会将

她家周围的一些皮肤病患者介绍到医院进

行治疗。

专家建议

胃病患者应该“脾胃同治”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饮食不节 ，工作

学习压力大，胃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胃

病，特别是慢性胃炎，已成为影响现代人

健康的高发疾病之一。 中医理论指出，

“脾为里 、主运化 ，胃为表 、主受纳 。 ”脾

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共同协力才能完

成整个食物消化吸收和营养运输的过

程。两者相互协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此临床胃病大多伴有脾虚。 因此，在治

疗胃病的时候， 专家建议使用“脾胃同

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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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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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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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配合专业的脾胃保健养生，就

能将脾胃同治进行到底，让胃病连根拔起。

广 州 中 一 药 业 客 服 咨 询 热 线 ：

800-830-1911(免费 )或 400-830-1911(只收

本地话费)

千里缘专为你牵线

女 35 温柔气质好征婚交友 13349608738

女 44无孩漂亮有房找伴 13974851792

男 55丧内退有门面出租 13874907724

女 37个体房多找结婚男 15526461105

女 40 柔美愿与有素质男交友 13278898286

女 48管理工作找结婚男 15580967616

女 36漂亮有房找结婚男 15570894698

700m

2

酒楼优转（火星）

紫薇路临街、低租、客源多 13332513546

招生 招聘

免抵押 放款快

18674852067

贷款咨询

爱心驿站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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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离无孩会计师职稳收入佳房二

套征重情男可上门女方 18274806324

女 47 离私营房车门面齐通情达理不

讲条件真心找伴过日子 13187046918

女 52丧经商十多年家境好房三套不嫌

贫穷征踏实男可落户女方 13142019199

男 52 离孩对方省厅处级干部经济佳

独住房人品好征 48 下女 15274974699

男 57 丧私营房车齐无不良嗜好厚道

实在真心诚意找伴侣 15207493319

交友女 35 经商媚娘靓车宽房风姿曼

妙 不 想 婚 约 觅 激 情 13469453938

交友富姐 40 离无孩私营风韵性感迷

人 交 有 情 调 浪 漫 男 18975895901

物流公司诚聘

现需招搬运工若干名 89855800

成考自考在职研究生

考试免费培训通过率高 13787219491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邮政速递局招开福区

电动车投递员约 1800元/月 18975193355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

运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

●骨髓炎（骨质增生，颈、腰椎间盘

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坏死等）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

疗效率达 90%以上，治愈后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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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骨髓炎患者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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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教中心急转或合作

市中心连锁品牌 18008404568

全新超市货架优转

收银机货柜及全套 18973173787

转让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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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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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创、汽修厂诚聘

汽修师傅，中工 3 名。 15874900026

湘菜湘小吃快餐厨师一名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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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维修 汽车租赁

4千/月，自驾租车

85514556

闲置汽车代租

借款炒股 85822242

免费为客户提供个股咨询、分析

拆装、加氟、回收

修家电 89782412

空调维修

理财 代办

工商代办 822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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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驾照，可经权威部

门查验 13967030272

轻轻松松

贷款咨询

项目投资、个人疑、无抵押、

办好收费 1592760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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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代办 82147786

紫东阁女士会所急聘

男女夜班服务员（日结）

联系电话：13786128903钱经理

幼儿园招聘

长沙师范附二幼现招聘教师、保育

员、保健医生、白案（懂水电者优

先）0731-84036699、18774854006

家庭办厂 招加工户

产品仿真花 1512213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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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寻合作伙伴

来料加工： 手工缝纫护士服 18 元／

件，加工木制品：木盘底 240 元／套

（先付预付款） 另加工冲压件。 江

苏镇江汇源进出口 0511-85211626

融升投资

快办企业，个人、项目贷款 50 万

起，免抵押，财团资金，银行利

息，需监管，成功收费。

025-85030095 85030096

邮箱：rstz7777@126.com

一日三餐酒楼诚聘

烧烤师傅、厨师、厨工 13974829888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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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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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 拆装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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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搬货 移空调

蚂蚁

857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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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费 180元

痔疮

0731-82258120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高科技清除仪一次性告别

腋臭

手续费每侧 100元

美国大型肛肠综合治疗仪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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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介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000000

10 万元留学韩国———韩国 29 所大学如延世、成均馆、梨花女

子等多为重点大学，国际知名，文凭含金量高。 4 年总费用最低 10

万元，韩国留学就业前景好。

15 万元留学加拿大———中加国际学生合作计划（SPP 计划）：

资金担保低，实用技能紧接就业。 毕业后政府发放三年无条件工作

签证，工作一年移民加拿大。 真正实现留学就业移民一步到位。

（众多美国、英国大学的预科班、双录取班，都有各自不同的优

惠留学条件。 详情参阅网站。 ）

高考分仅供参考，中等生轻松入读世界名校。

报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号财智国际大厦 B座

高考不如意 10万能留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

咨询热线： 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www.hantones.com www.httxz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