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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

大盘高开
中红博爱董事长吸毒被拘
山东警方再击毙“疑似狼”

@现代快报：【苏州高校大
四学生拍“自杀式”毕业照】26
日， 一则名为《苏州高校再现
“自杀式”毕业照》的帖子引起
关注。专家表示，追求个性没有
错，但关键是要用对方法，不该
拿生命冒险。

@钱江晚报：【鸭棚隔壁天
天放摇滚乐 七八百只鸭子差
点跳舞跳到死】 王师傅是个养
鸭大户。可最近几天，七八百只
鸭子突然像发神经一样， 跳个
不停。更糟糕的是，有一些跳着
跳着，突然就死了。王师傅心急
如焚， 报警求助。 最后得出结
论，是邻居家劲爆的摇滚音乐，
让鸭子突然受刺激就这样。

急用钱 83919961
银行利息，当即得款

50 万内无抵押贷款，本市人凭
身份证来就借，无前期费用。

主管内勤银行信贷车险养老
险专员司机 18973127561雷聘

急聘胶印 BB机长
联系电话：13908495378 肖

招生 招聘

年薪 6 到 30 万聘营销管理
策划方面人才 13507466004兼职

牌具超市
最新扑克分析仪无须耳机震动接收
牌可在手上桌上任意感应报点，无
磁四方色点万能麻将机程序， 透视
眼镜看到扑克麻将，授变牌绝技。
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A319
电话：13875909017

致富机
超声波捕鱼机激光捕猎机：捕各
种动物。声波吸引不用拉线。将你
的地址发到 13922035593 即免费
寄资料捕捉光碟 0668-2703089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搬家 回收

日进斗金
———从一个电话开始

●高科技产品带您走进阳光行业
●独家经营让您拥有最大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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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种植虫草，首选瑞丹
瑞丹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农业研发、
推广的高科技公司， 其人工培植的
蛹虫草菌类， 其品质、 产量均属前
列，一年四季均可栽培，现诚招种植
户。 网址： www.rdccc.com
电话：020-29121260、13352875243

咨询电话：010-87325627 / 13120301261

出国鉴证环球
移民
美国、加拿大、澳洲、西班牙、新加坡等

顺富贷款
无抵押为个人企业办理 20-100 万大
额贷款,快速过件贷款额度高,区域不
限 0731-82698996、13723864172

跃辉家菜馆转让
芙蓉北路新周南中学对面大马路
边黄金地段。 停车优越，6亩地可
开 70桌农家乐。 13873120107

转让 出租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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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聘
司
机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搬家搬厂

专业搬琴、拆装家具空调万丽 85569538
88573138
招司机和搬运工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贷款咨询 13875925959
正规无抵押贷款，不成功不收费。

诚信贷款
专业诚信贷款，无抵押，15116276458刘

有资金寻优质项目
寻地产、 矿业、 企业扩改建、农
业、化工、交通能源等项目直接
投资合作,程序简单、快捷。 高薪
诚聘带薪驻地经理 。 联系电话：
010-81135701、 15811230955王经理
邮箱：bjssxy88@163.com 中润投资

项目融投资及合作，酒店、房、
地产、电站、矿业、农业、在建工
程等 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西
御街 8号西御饭店 B座 23楼

川财028-86697988 名酒招商
费用厂家全额负责，提供铺货赠
车、工资广告或零价操作。
电话：0558-5307518、13966866287

理财、借钱找中纳联
民间资金专业运营商诚邀您的加盟
合作加盟 ：15116411590
贷款理财热线：83527205
地址：五一大道中隆国际 21 层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0731-85776098、15802569686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 免抵
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
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
限。 电话：028-68000128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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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 室1 万-100 万，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借，

当即放款，无需抵押，诚信第一。 识字
岭同发和一 1502室 18774968450

短期借款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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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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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借款找金禧
0731-82139797
项目融资服务、大额资金对接
闲散资金借贷、抵押快速借款

韶山北路 139号湖南大剧院 17楼

万事达专业贷款
专业办理个人企业贷款 10
万-800 万无抵押低利息免
担保。 速贷专线：
0731-83861032 1587481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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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创办环保砖厂 年利百万不是梦
国家明令禁止实心黏土砖，政策支持新型墙材，通过矿渣、

粉煤灰等工业废弃原料与水泥混合搅拌， 添加中天创新专业研
发的高效浓缩发泡剂，生产的免蒸加气块，广泛应用于城乡建筑
墙体。 办厂即可盈利！ 欢迎实地考察合作！

上门建厂、统一管理、专利技术、专业设备、无需经验即可成功创业

企业热线：400-027-8198 18717158109 www.ztcx.cn

重庆冠涵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寻项目直投： 企业流动资
金、房地产、土地、林权、高速、矿山、
能源、农业、在建项目融资贷款。
电话：023-67126286 67126289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总商会大厦 20

致富机
只要你处有水库江河森林平原，使
用我厂激光捕猎机和超声波捕鱼
机，可捕各种动物，保证是你赚钱的
好助手。 将地址发到 13600397062
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送货上门，货
到付款。 广东高州市八达电子厂
电话：0668-68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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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泽通投资
专为企业提供 100 万以上贷款（项目
好），年息低，不收费，免抵押，需监管，
另高薪招合作代理。 025-8331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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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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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机程序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衣牌具等13467671788

●最新雷达感应报牌仪， 抬牌知
大小，庄闲通吃，适合扑克任何玩
法，超越市面所有分析仪；
●麻将机万能程序包自摸，望
远飞针麻将，博士伦眼镜看穿
扑克麻将，变牌仪等高科技产
品，所有产品先试后买。
●扑克麻将绝技， 任何普通牌均
可要啥来啥，要啥变啥（化学原料
一摸即变）决不重复，包教包会。

13574117736长沙火车站八
一路天佑大厦
1422 房

超级牌具AAA

（澳门研发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
牌一摸就变，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
一人应对三家，变点自摸。 玩斗牛金
花、三公、字牌、跑得快，庄闲绝杀，百
人 围 观 无 破 绽 ， 不 会 不 收 费 。
13467668666刘老师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 座 1405 房

澳门千王老
字
号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常年出售苗猪
30斤左右每头 300元左右
50 斤以上每斤 9 元左右

手机：13852810375葛
专车送货上门

青岛鲜啤限量招商
青岛啤酒，重点推出差异化鲜啤产
品，低投入，高利润，诚邀各市县经
销。 机不可失，即电 18975128091

欧式建材全省招商
专业背景墙、PU 线、罗马柱、艺术线条。
0731-84465907，www.84465907.0731.net.cn

@三湘都市报：租男友，代孕，租
爸。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租的呢？

@WQ-是一只大考拉 ： 租爸
爸……谁缺父爱赶快打电话……

@桃花CZ： 在苏黎世的时候看
报纸， 上面有一则提供自己做出租
爸爸的广告。 因为欧洲很多女性自
己供养孩子不结婚。 因此催生了自
愿当“租爸爸”这个行业。没想到长
沙这么前卫哈~~

@梦奇奇2008： 爸爸都忙着挣

钱呢，孩子见着叔叔就特亲。
@宴网：有租就有卖，新兴的市

场经济带来的结果， 虽说是善意的
谎言，个人觉得自然一些就好，刻意
的去制造某个事件只会引来更多的
烦恼。

@noskip：这个服务好，很贴心。
@新鲜空气123的围脖：在一个

家庭里，爸爸真的很重要，不是吗？
有人认为男孩子更应有爸爸积极向
上的影响，我认为女孩子其实一样。

爸爸们不要只当挣钱的机器呦。
@cs王晓丽：想到@任志强的那

条微博：物质文明为人节约时间，精
神文明把节约掉的时间浪费掉。陪
孩子一事， 原本应该是精神文明的
范畴，现在也成为一种消费。

@阿启2010： 实际上就是接送
孩子。因为要工作，因为要生存，因
为要确保孩子的安全， 现在的年轻
父母也是没有办法。很同情。

■本版综合新浪、腾讯微博

不坑爹不拼爹，长沙有爹租
网友：爸爸真的很重要，爸爸们不要只当挣钱的机器呦

博友评论

链接

@广州日报：【妈妈欲离婚 网上
赠幼子】“赠送2个月大宝宝？”日前，
来自广州白云区的黎小姐在网上发
帖称，她正准备跟丈夫离婚，因无力
抚养，要把自己的宝宝送人。有律师
表示，收养行为有详细的法律规定，
从目前情况看，赠子行为不合法。

@热土中南： 长沙坡子街惊现
“租爸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