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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生态动物园建成以来，游人络绎
不绝。常年待在钢经水泥都市之中的人们

渴望亲近自然，放松片刻。如
果有这么一个地方， 你不用
去太远， 就能和可爱的动物

亲密接触，你是否感兴趣呢？福彩“动物总
动员”就为你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即将在我省上市发行的“动物总动
员”是一款高返奖快速开奖游戏，具有返
奖高、开奖快、玩法多、规则简单、趣味性
强、中奖面宽等特点。“动物总动员”采用
专用电子开奖设备开奖， 每期从二十种

动物中随机依次生成八种不同动物，每
隔十分钟开奖一次。

这二十种动物不仅有现实中存在
的，还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尊
贵的龙和凤。不少彩民憧憬着玩“动物总
动员” 的情景，“选自己的生肖或喜爱的
动物，期盼带给自己一份好运。”还有一
些心急的彩民已经定好了自己要选的
动物， 长沙的陈先生说：“第一次玩的时
候，我一定要选牛，因为我属牛的！顺便

还要选父母、老婆所属的生肖，说不定就
有好运降临！”女性彩民的想法就更为感
性， 湘潭的文小姐说：“到时我要看哪些
动物可爱，就选哪个！” ■林柯

会通标识聘（包食宿）
亚弧焊工、丝印、广告制作、立体
字加工、雕刻技师、烤漆技师预算
员、工业设计师各 1名。 钣金工：2
名。 0731—83396101工厂地址：体
院路 500号 www.witon.com.cn

工商代办 82147786

工业物资 干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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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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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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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借款炒股 13808412461
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人性化配资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77336388发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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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 代办

诚寻矿产能源、地产、化工
制造、高新技术、企业改扩
建、种养殖、在建工程等领
域项目投资合作， 可注资
摆帐，投资案例参考，资金
到位快。 诚聘商务代表
010- 57423336 18601018292

资金直投

律师 调查

租售牌具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斗牛金花三公庄闲通
杀，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河西高校 1.3 万生源，营业中，食堂
合作。 14773150530、18074626201

高校食堂转让

转让 出租

一室一厅招租
左家塘高档小区内有小一室一
厅房出租，设施全、环境好，谢
绝中介。 13975137281（唐）

酒店男女服务生，月
薪上万 13667374061聘

好项目招商
①食品加工厂：厂房设备、手续
全，招合营商。 ②生物柴油厂：手
续全，可生产生物柴油环保油，废
甲醇，乙醇蒸馏，并有 20 个直销
客户，优价转让。③长期收购废甲
醇，乙醇。 13975886238黄

扑克专家 13687393036
扑克无需加工，任意人家洗、切，只需中
间一抽，就可把把通杀，斗牛、金花绝
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2101房

玩普通扑克庄闲通杀。 高桥
胜者牌具 1360749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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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酒厂招商
国营酒厂，中华老字号“晋泉牌”高
粱酒，62年首次跨越长江，诚邀湖南
县市级代理商，咨询：13807377997

婚情商情取证、寻人查址
查话单，短信 18270577701调查

合顾刑 18684696348
同问事 www.96348.cc万和律师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娱 乐 设 备

望远飞针麻将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 无须
控色、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操作自如，万无一失”，傻瓜
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胡
牌！ 另售各类高科技娱乐用
品，订做各种镜头、扑克、麻将、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长沙车站北路万象新天 3栋 2405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牌圣牌具 13873193166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隐形博士伦变牌器多功能一体
麻将机。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407房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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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博士伦眼镜、感应变牌
仪、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
战牌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2012年研究生保过
考前辅导，调剂录取 82024548

客户经理、讲师
专员。 84533500平安保险诚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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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精诚牌具 18975225400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透视变牌万能麻将机,授绝技,湘潭
市 车 站 路 潭 城 大 厦 640 -642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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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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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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牌具 13207425555
最新高端牌具， 价优实战
才是硬道理。 枫林宾馆旁

底
价

租
售

湘菜师一名善火香干锅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聘

致富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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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大学旁 200m2 营业中餐
厅转让 13637404810吴生

餐厅转让

家 教

少儿玩乐数学
5 岁以上幼小学生游戏中学，速
算智能等全面跃进 89799919凯尊投资

企业各类项目投资（房地产、制
造业、矿业、农业、在建项目等）
区域不限，诚信高效，无前期费用。
诚聘各地区代理提供优质项目。
025-83708298 15850516520
网址： www.njkztz.com 南京市
丹凤街 19 号恒基中心 A 座 309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票 务

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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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搬家 回收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10 月 24 号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本 ， 注册号 ：
4301000000111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益阳光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地址：益阳市银城路，
联系人：杨超 电话 18673117744

注销公告
""""""

周三大盘暴涨71.48点，收于2420点，
成交量放大为844.4亿。 选手吴镇南一早
便更新其在华声在线的精英博客《10月12
日又一变盘时间之窗》。他在文章中指出，
两个变盘时间之窗全部汇集在一起，满仓
介入不应迟疑。

吴镇南：时间之窗降临将迎变盘
国庆节前便已建仓的吴镇南， 终于

迎来了他所期盼的反弹行情。他表示，在
多个时间窗口汇聚时候，大盘走出了“大
阳包阴”，说明行情转变即将来临，或将
迎来跨年度的中期行情。

“从股市历史来看， 四年是个大周
期，2001年2245点到2005年6月998点经
历了四年，而2007年10月见顶6124点到
今年10月刚好也经历了四年， 因此年度

变盘时间之窗就在本月。” 吴镇南表示，
2009年从3478点跌至2010年2319点为
47个交易周，而从3186点跌至上周也为47
个交易周，又一变盘时间之窗降临了。

他还表示，今年8月沪市日Ｋ线图中
30日均线下穿60日均线到周三为38个交
易日，与2010年5月沪市日Ｋ线图中30日
均线下穿60日均线直至下探2319点时同
为38个交易日。“既然这几个变盘时间之
窗全部汇集在一起， 满仓介入不应迟
疑。”

虽然他认为建仓不应迟疑， 但他还
是提醒投资者，在市场资金仍然偏紧的
情况下，最好勿碰蓝筹股。他表示，“由
于蓝筹股盘子大，其反弹过程中需要较
大资金介入，难免出现反弹后劲不足的
情况。”

刘水强：“石油哥”坚守中石油

选手刘水强在本周凭借中国石油一
路飙升至第二名。 他持有中国石油超过3
年时间，被挑战20%群的网友戏称为“石
油哥”，期间他不断地加仓和收红利。

与记者交流过程中，他一直在强调一
个观点“现在一点都不想中国石油涨”。他
告诉记者，“中国石油越跌我越买得欢，因
为下周五分红将到账，届时我可以将红利
再买该股。如果现在股价上涨了，到时候
买入的股数将减少。”

其实，股数减少但是持股市值相应提
高了，本不应该太在意。但他表示，这个账
户是为他儿子准备的，股数越多将来有机
会获得更多利润。

■记者 李庆钢 实习生 黄文成

“动物总动员”带你亲近自然

坚守三年，他希望手里的股票跌

热线：0731-84326299
QQ群：126293551
网址：cj.voc.com.cn

排序 姓名 当日收益率（%） 赛季收益率（%） 仓 位（%） 持股明细

1 李良军 3.88 5.35 51 长城汽车

2 刘水强 1.83 2.87 100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3 谢林峰 0 2.81 0

4 左焯 0 2.66 0

5 杨林高 0 0.89 0

同期 上证指数 3.04 -2.

指数 深证成指 3.58 -4

庄庄妈妈： 请问600432吉恩镍业是
不是可以补仓？

李安：超跌有反弹就出场。下跌趋势
中被套后补仓是极端错误的交易理念。

君子爱“财”：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000611时代科技的走势。

李安：无量跌停是机构所为，此股
高位放量急拉升后，再连续两次无量跌
停，你说把谁套在上面了。周三打开跌
停，又将套死一批“越跌越买的价值投
资者”。

碧落： 请问601318中国平安目前可
以介入吗？

李安：不可以。

淡如白开水：600551时代出版成本
价12.15元，如何操作？

李安：现在进场做反弹，最近的压力
位是12.6-13.3元，按反弹的原理（即箱
体理论）去操作即可。

执着：600858银座股份，21.15元的成
本，请高手点评一下。

李安：亏损近30%，记住以后亏损达
到10%即要止损出局，这是交易纪律，建
议立即止损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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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