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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程电器
十周年盛典狂惠风暴再掀
———24至 28日，通程电器全品类产品大惠四天

上周末通程电器在全省 44 家门店联合
开展的“十周年盛典月”大规模促销，成就行
业冬季第一盛事。 然而，就在大家惊叹通程电
器十周年庆典促销力度之时， 通程电器再传
惊爆消息，24 至 28 日， 通程电器十周年盛典
月全品类优惠风暴再掀，继续加大促销力度，
感恩消费者。

活动期间，将有彩电、空调、洗衣机、冰
箱、 手机、 电脑、 厨房家电等电器商品 10%
———20%的大幅度降价政策。 届时，通程电器
各品类多款畅销机型均以超低盛典价出售：
42 寸智能 3D 液晶电视仅 2999 元，1.25P 变
频挂机 2199 元，5 公斤波轮洗衣机 998 元，超
炫笔记本 3499元……

在享受低价购买的同时， 只要消费者在
通程电器长沙市内 12 家任一门店购物，还可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满额送礼”活动。 届时，只
要单件满 500元起，累计满 9000元起，都可获
赠实用礼品一份。

据了解， 作为湖南省内第一家超万平米
家电卖场，并在开业当晚就创造了 2200 万惊
人销售的东塘旗舰店， 也将在明日， 即感恩
节，以实际行动感恩百万顾客。 26至 28日，如
凭之前在通程电器东塘旗舰店购物的老发
票，可在该门店享受“直减现金”的活动，5 年
以内老发票抵用现金 50 元，5 年以上（含 5
年）老发票抵用 100 元。 同一收货人、送货地
址可使用一次。 数量有限，有购买需求的消费
者可抓住机会了。

此外，活动期间，消费者购物单件金额满
500 元即可拍奖 1 次，两件拍 2 次，以此类推，
购得越多，幸运越多。 特价机型均可参与该抽
奖活动。

阳光点亮希望
春晚成就梦想

“阳光点亮希望，春晚成就梦想”由阳光
保险集团独家冠名的央视三套大型综艺类节
目《我要上春晚》自 2010 年 8 月开播以来，一
直受到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共同追捧。

阳光保险集团人寿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
借助《我要上春晚》这一资源，于今年 8 月至
12 月 31 日再次向全省市民推出“寻千人结缘
阳光 上春晚全新起航”大型活动。只要您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就能免费去央视看节目，这就
是湖南阳光人寿给老百姓带来的 2012 最美
好的福音。 目前湖南阳光已经全程陪同 18名
客户参加了《我要上春晚》的现场录制。

阳光人寿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年昕先生表
示：“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我要上春晚》，这
不仅是公司的荣誉，同时也拉近了阳光与老百
姓的距离。 我们也将不遗余力的办好湖南阳光
《寻找央视有缘人》的活动，让更多的客户获得
阳光保障的同时，收获更多的梦想！ ”

11 月 24 日 -27 日
苏宁开启“0 利风暴”

�������上周由苏宁率先掀起的全球品牌盛会，
在全方位向消费者展示全球领先市场、 引导
时尚的各种新产品的同时， 还展示了家电整
体实力与崭新形象。 苏宁全球品牌盛会的成
功举办，获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本周则在
上周优惠力度的基础上，继续追加资源，在全
省范围内 38 家门店全面启动品牌促销盛会，
各大品牌海量特惠产品和上百款首销新品将
悉数登场， 为消费者打造一场史无前例的“0
利风暴”。

全球品牌重磅联袂 内购会优惠史无前例

笔者从湖南苏宁电器了解到， 针对此次
全品类岁末促销大惠， 苏宁早前一个月前就
已经开始陆续和各大家电厂商洽谈， 签订数
十亿元采购大单， 确保了此次家电促销大惠
期间的货源及价格优势。 其中不乏创维、海
尔、海信、格力、惠而浦、美的、奥克斯、松桥、
方太等国际国内著名品牌。 各大品牌借助苏
宁的渠道优势， 以及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和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必将掀起岁末新一轮的购
买热潮。

11 月 25 日 16:00-22:00�苏宁电器携手 9
大品牌，联合开启团购盛惠，全面释放工厂直
销价，疯狂直降 6小时。 其中创维云电视直降
2000 元，方太厨卫全场 8.5 折起，全场冰洗最
高直降 1000 元， 惠而浦空调全场返现优惠
15%-20%，届时还有更多优惠活动等你来！

存一得二 倾情钜惠

虽然传统的金九银十家电销售旺季已
过， 但是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并没有随着气温
的降低而减少。 相反，岁末将至，不少消费者
已开始提前计划为家中购置一些家电， 同时
年底作为新婚的高峰期， 购买家电的刚性需
求也一直存在。 应广大消费者需求，苏宁倾情
钜献，即日起至 11 月 25 日，在苏宁电器各门
店预充值 50元得两份惊喜大礼， 包括 960 元
套券大礼包和 50元精美礼品一份。 此券可以
在 26 日 -27 日使用， 可在成交价基础上直
降！ 参与品牌之广创历史之最！

另外，据笔者了解到从本周开始，抢在以
旧换新政策到期之前， 苏宁电器将在全国各

大门店，同步推出双重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
彩电除可享受到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外， 还可
享受苏宁电器提供的独家专项补贴。

哈弗荣获全国
越野系列赛柴油组总冠军

曾连续 2 年领军中国军团扬威达喀尔的
哈弗 SUV， 日前经过激烈角逐并最终战胜众
多实力型对手，成功夺得“2011 年度全国越野
系列赛”总冠军，再获赛场殊荣。

全国越野系列赛 2011 年赛季由黑龙江
漠河站、云南东川站、新疆环塔站及内蒙古巴
丹吉林站四站分站赛组成。 其中“巴丹吉林”
杯汽车挑战赛是 2011 年度越野系列赛的最
后一站，长城东方赛车队的马淼 /廖岷凭借稳
健的发挥， 驾驶哈弗以总用时 10 小时 47 分
39秒的成绩，夺得本站比赛全场冠军，同时凭
借积分最终锁定了 2011年度越野系列赛总冠
军。

2011 年是国内赛事发展最迅猛的一年，
厂商对汽车运动的投入越来越大， 赛场竞争
也更加激烈。 面对挑战长城汽车始终遵循着
适者生存的道理。 2年达喀尔经历为长城达喀
尔技术研发中心积累了宝贵的赛事技术开发
经验，长城东方赛车队 2011 年重新打造了三
辆哈弗 SUV赛车。

哈弗赛车针对高速操控性进行了大幅度
的结构调整，调整后的赛车操控性更好。 车手
马淼、江惠坚继续作为车队的主力车手出赛，
同时国内最优秀的领航之一廖敏加盟车队，
为马淼领航。 赛车的针对性改进，以及优秀车
手与知名领航的搭档组合，为哈弗 SUV 夺得
年度总冠军奠定了基础。

湖南抗击肝病百日行活动启幕
百场肝病义诊“约见”长沙市民

为响应国家卫生部“2050 年消灭乙肝”计
划，近日，解放军第 163 医院启动湖南抗击肝
病百日行活动， 并成立了湖南省首家公益性
肝病组织———“肝友之家”。

“163医院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更好的关
爱肝病患者， 加深医患及患者之间的交流，成
立肝友之家为肝病患者树立信心。 ”发布会上，
解放军第 163医院肝病科主任肖清华表示。

据了解，活动期间，解放军第 163 医院将
向参与“肝友之家”的病友免费发放健康卡，
持卡者家庭成员均可获肝功能等检查援助，
DC生物免疫治疗费部分减免等。

此外，该院肝病科将在全省举办 100场大
型义诊活动。 同时，还将在长沙选择 5-30 个

中心广场或步行街的位置、 各大高校， 举行
“关爱肝病患者 消除乙肝歧视 共建和谐社
会”万人签名活动，吸引市民参加，为广大群
众普及肝病知识。
延伸：
乙肝成健康“杀手”

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一个肝病大国，因为
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乙肝泛滥严重， 而乙肝一
直被认为是难以治愈的疾病， 让很多人深受
其害。

乙型肝炎是由乙肝病毒（HBV）引起的、
以肝脏炎性病变为主并可引起多器官损害的
一种传染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
20亿人曾经感染过乙肝病毒，约有 3.5亿人携
带乙肝病毒，每年有近 100万人死于乙肝相关
并发症。

而在我国，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类肝病患
者中， 仅仅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就达 1.2 亿之
多， 而每年死于乙肝病毒感染引发的疾病就
有 30万人。

2011 第二届湖南糖酒会闪耀星城
11 月底，湖南糖酒会将再度来袭，火热长

沙。
继往开来，势承首届良好开端，由长沙市

酒业协会主办、 长沙仁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承办的第二届湖南糖酒会将于 2011 年 11 月
25-28日在湖南省展览馆盛大召开。

本届展会规模盛大、品牌云集，现场空前
的火爆。展览总面积逾 1.2万平方米，汇聚 500
多家海内外知名企业，万款名酒、饮料、食品
现场展出，500 多家厂商联手举行盛大的千万
元让利招商团购活动。

据了解， 各大一线品牌系列名酒踊跃参
展，荟萃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二
锅头、杏花村、赖茅等等品牌，会期各饮品、食
品参展企业也相继推出空前代理促销政策，
抓住先机，实现双赢。

糖酒聚会，没有国度和地域的限制。 上
海世博会法国馆、葡萄牙馆、西班牙馆、澳
大利亚馆、奥地利馆、德国馆等国家馆指定
用酒齐聚一堂，同时，台湾名牌酒饮食品也
组团抢滩湖南市场， 汇聚了台湾烟酒股份
有限公司、台湾啤酒、台湾金门酿酒实业等
著名品牌。

除了盛大的规模，著名的品牌，此次湖南
糖酒会最吸引参展商以及观众眼球的“爆
点”：万人品酒会。

届时， 万人品酒会将邀请观众进行红酒
品鉴、学习红酒礼仪、并教观众用简单便捷的
方式识别真假红酒；更有现场花式调酒表演，
让观众深刻体验调酒过程， 感受博奥的酒文
化，而且还有泸州老窖新品推介会暨品鉴会。

经长沙联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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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
区八一西路 76号 2栋 401室。
联系人：李茂刚，电话 13975132299

注销公告

律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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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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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融贷款
民间资金，银行合作，（矿业、地
产、沙厂等）各类中小企业及个
人融资信用贷款咨询，8000 万
以下不成功不收费。
025-86630762 18652028588 张总

益农贷款
为中小企业、个体户及个人贷款，
提供优质服务， 低月息免担保无
抵押，方便快捷当天放贷。
010-56224126 15652707612 张经理

★高薪诚聘★
湖南健柏公司是集观光旅游参禅
礼佛生态园林为一体的开发公司
因公司发展现招聘以下人员：部门
经理、经理助理、主管、行政内外
勤、咨询服务接待。 以上岗位需长
沙市常住人口，30-60 岁退休及下
岗人员均可，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1000-6000元）联系人：左先生
82449671、13548751255、13975138189
地址：芙蓉中路识字岭旁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家 回收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15575881048

时尚营养餐吧业务员，可兼职全职，
月收入 3千-1万元，13974951420聘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黄金地段宾馆转让

客源稳、接手即赢利 13307317908 工商代办 82147786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1800841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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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租售扑克字牌、斗牛分析仪，批高清博
士伦眼镜麻将变牌器等； 另加工任何
打点牌。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五一广场 17平米
15973165218吉小姐旺铺转让

转让 出租

大型厂房仓库优租
水电齐全 13907492898

日进斗金
———从一个电话开始

高科技企业带您轻松走进阳光行业
经营让您拥有巨大利润空间小投资
高回报无资金压力及操作风险市场
一经启动，享受专家亲临指导免费索
取资料热线 027-51232124

娱 乐 设 备

工商代办 82284857
提供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
息 2分 13588080095朱湘诚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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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理财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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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咨询
办理贷款， 方便快捷， 款中扣
息，当面办理。 18774988559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澳门牌具
高
科
产
品
领
先

诚
信
经
营
第
一

直销最新版单人分析宽范围乱
丢乱放桌面不放东西纯傻瓜式
操作适合斗牛金花三公二张等
全国玩法。 专业上门安装四口
机程序。售高档博士伦眼镜、变
牌扫描等系列。 免费赠送澳门
变牌产品一套，授最新牌技。
长沙 银 河 大 酒 店 1468 房

13973130676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纯手法如
意发大牌无道具普通扑克开牌即变，斗牛金
花庄闲通杀，免费演示顶极手法独门牌具。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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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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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迅融投资
1、企业、个人可免抵押、区域不
限。 2、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
矿产、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商
铺在建工程等各类项目。 [不成
功不收费]。 028-68000088

致富机
超声波捕鱼机激光捕猎机:捕各
种动物。 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地
址发到 13500076083 即免费寄
资料捕捉光碟 0668-2518896

电动车专利产品招商
爬坡 45 度、速度快、带滑行，现全国招
代理、加盟商。 电话：1886150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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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美投资
专业投资公司面向湖南地区寻
找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个人企
业均可，合作方式灵活。
电话：025-82088823

鑫银利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各类项
目投资 028-68999988

急用快贷咨询
3千-50万长沙人凭身份证当即
放款，无抵押银行利息。识字岭同发
和一 1502室 18774968450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借， 当即
下款，无需抵押，银行利息。 芙
蓉公馆 1215室 15116144981

短期借款咨询

无抵押免担保利息低当
日放款 18770852911杨快速贷款

管理 、老师 、 人事 、 销售人员
年龄不限，党员优先 13874917039招聘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绿大WPC环保托盘
出
售

租
赁

租

30元
电话：18673152277、0731-83525855

致富机
超声波捕捞机： 可捕深宽 25
米 680 元；70 米 1500 元等多
种型；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 诱捕范围：2 千
米 780 元；3 千米 1380 元；5
千米 2300元； 将详细地址姓
名发到 13802692654 免费寄
资料光碟参考。广东中山市中
信电子厂 0760-86517589

钱途牌具
最新扑克和筒子分析仪，可
玩斗牛金花三公等纸牌。 批
售各类扑克 13170303188

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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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团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专业从事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在建、扩建
项目均可，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83453179 18251835266

长沙市雨花区艮艺工艺经营部
遗失行政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5507029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可可酒吧饮食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0 年 7 月 22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02000027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姗 43010219780421302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毅明眼镜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