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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消费

国内出国热还在进一步升温， 发生在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中国学生遇刺案， 令社
会更加关注海外留学生的安全问题。 事实
上，很多学生在出国留学前，对出国之后的
入学手续办理、外语沟通交流、境外安全等
问题都没有考虑到。入学后，期望与现实的

落差，很容易令他们感到沮丧。据启德教育
长沙分公司总经理胡静介绍， 求学海外除
了学业上的困难， 还有一道难关是文化差
异，留学后一时间很难适应国外生活，这需
要家长和学生共同努力， 随时让学生感受
到关爱。另外，学生在离境之前，还可以了
解一下留学国当地的治安状况， 知晓学校
的紧急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当地中国使领
馆的电话号码等。当到达留学国，如遭遇意外
情况时，可及时和这些机构联系，寻求帮助。

同时出国留学前一般都要对资金进行

预算安排，交通银行“出国金管家”提醒，携
带现金以“少量”为原则，以维持一到两个
月的生活费为度；另可通过汇票、信用卡等
携带更多的资金。 海外账户可到交通银行
开设，到留学国家后激活即可使用。

5月12日14:00， 启德教育联合交通银

行“出国金管家”在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务楼
24楼启德留学中心举办“完美留学第一
步———启德春季离境辅导会”。为即将离境
的留学生们在风土人情、法律法规、金融理
财、 社会生活习惯等方面做好行前辅导。咨
询：0731-84488495。

经济信息

出国金管家 成就你我他

出国留学前，你准备好了么

五一过后，气温逐渐走高，全国各类
景区随之进入一年中传统的旅游旺季。
有统计数据显示， 未来数月我国将有超
过20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 涨幅从20%
至100%不等。对此，有网友调侃道：“如
果徐霞客活到今天，可能也写不了《徐霞
客游记》，只能站在景区门口拍张照片走
人。”

除了对高价门票的讨伐声不断， 更有
网友总结和制作出各大景区《逃票攻略》。
但记者发现， 也有不少理性的游客转战网
络，通过各大网商尽情“淘票”。

【调查】解禁期一到，门票纷纷看涨
国家发改委2007年曾下发通知， 规定

旅游景区的门票价格调整时间至少要间隔

三年以上。 而距离门票价格调整时间最为
集中的2008年，今年恰逢这些景区的“解禁
年”。根据已公布的调价信息显示，未来数
月内，全国将有超过20个知名景区门票涨
价。如陕西兵马俑，门票由110元上涨为
150元；拉萨布达拉宫，门票由100元涨为
200元。目前，全国130家5A级景区的旺
季门票有近一半已达到100元，超过10%
的 5A级景区门票价格飙升至 200元以
上。

据记者调查， 湖南省内主要旅游景
区暂时未进行调价 。但是，作为省内核
心景点的张家界景区， 却以245元的高
价排名全国最贵景区第三位， 有游客进
行比较后称“游览一次张家界，足够逛三
次卢浮宫”。

【建议】冒险“逃票”不如网上“淘票”

景区门票价格水涨船高， 不少旅游爱
好者“望而却步”，进而滋生出各类《逃票攻
略》。不过，也有游客选择更加理性的“取
巧”方式，在网络上购买低廉的景区门票以
节省出游成本。

最近刚从桂林阳朔回来的长沙白领谭
小姐在微博上晒出了她的“省钱经”：包括
图腾古道、蝴蝶泉、大榕树、月亮上、聚龙潭
和奇石宫在内， 市值276元的十里画廊
景点套票， 她在网上购买仅需
100元； 此外《印象·刘三
姐》和世外桃源景区，
也淘到了近5折
的低价票 ；

除了火车票、吃饭和住宿之外，她只花了283元。
来自网商的数据显示， 在低价门票的

吸引之下，像谭小姐这样的“淘票”一族今
年以来环比增加了110.96%。以淘宝旅行为
例，经常有5折甚至更低的票，近期将举行
的“淘友团丽江”就有很多特价丽江景点门
票， 如原价226元的虎跳峡门票只需要45
元，相当于打了2折。 ■记者 唐能

景区涨价，逃票不如“淘票”
网上买超低价便宜门票别高兴过头，要注意辨真伪、看清限制条件

公 告

免费咨询
15874164401张律师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个人借贷
车房、借贷、无抵押借贷、金银抵押

85995578

和一投资 15084783134
专业个人贷款，款中扣息，当面签约。

华利贷款咨询
个人、企业、免押、免保。 利息
低。 下款快速。 保密！
电洽 13652384850王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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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园长、物业考证，另招
业务员及合作 13332516331早
招生 招聘

南京弘凯投资
业内资深专业团队打造资

本平台，民间财团直投，寻优质
项目（300万以上，可合作），
因为专业，所以快捷。

高薪诚聘全国区域经理
025－87785419 8778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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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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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字牌技术跑胡子
碰胡子

手机卡 13808892931
跟听录音、定位手机、短信拦截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2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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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扑克纯手法

专杀高手不服不行超我奖 2万 1561621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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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 乐 设 备

韭菜园卡友 15802505286

13607480245高
收

酒楼建筑设备
厂房仓库积压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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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喜蚂蚁85710002
特价家具、空调拆装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搬厂移空调

搬家 回收

发亿投资 AAA诚信企业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诚信，专业，
简便，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
矿山、电站、农牧林，制造加工等各
类在建工程）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
企业资金困难。诚聘各省市商务代
表。 电话：028-68807555

AAA弘旺投资 AAA
缺资金找弘旺，大额资金寻优质项
目，专业，诚信，快捷。企业，个人项
目资金周转。各类项目投资（矿产，
房地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
交通，学校，新建项目，在建工程）
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不
成功不收费。成都市永丰路恒丰银
行 8楼 828室 028-68000866

飞针麻将老
字
号

合作出场
电话：15675267777

最
新
科
技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高科技产品。

牌具超市
扑克分析仪桌上不放任何东西可快、准报
出每家大小， 上门安装无磁万能麻将机，
打四方骰，起手可来好牌，另售各种高科
技产品，传授各种玩牌手法，免费观看，满
意再买或学（包赢）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酒店 A319 电话：13875909017

13507456730

新型感应分析仪， 无论牌放任何角
落 1 秒报牌定输赢，庄闲绝杀（适合
扑克砣子、字牌等玩法）十代麻将程
序四方开色、绝无噪音，随意坐哪方
都可以来好牌，高清博士伦、声控变
牌器。授港澳玩牌绝技。长沙火车站邮政
招待所 200房

牌神牌具

千变牌具
实战技术，免费教学，空手变牌，发牌，
认牌，麻将机上门安装，批各种眼镜，
牌，麻将，分析仪。 长沙晚报对面上东
印象 B709室 13787110515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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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0731-85776098、15802569686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招
聘
司
机

咨询电话：010-87325627 / 13120301261

出国签证环球
移民
美国、加拿大、澳洲、西班牙、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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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最新扑克字牌分析仪，适应全国
各种玩法，普通麻将一人打三家不
装程序，授实战牌技（不会不收费）
长沙火车站凯旋酒店 A座 2906 室

必胜牌技
13207319944老店租

姚明体育
免费 400-880-6661
服务热线 13697346138（童先生）
诚招代理、加盟商全国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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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营销全案策划 商业计划书
品牌策划 营销诊断 战略规划
市场调研 融资策划 商机代理
大量高收益项目诚招民间投资
免费咨询：18684815826王会长

中国营销学会湖南分会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不用跑断腿 最终的选择
各类项目投资：房产、水电、林
业、农业、旅游、矿山、交通、酒
店、学校、能源、专利、珠宝等各
行业。 多种投资方式：实业投
资、股份合作、风险资金、短期
拆借等。 各种团体： 个人、私
企、国企、上市公司均可。 地
域：无地域限制、全国各地、东南亚
均可。 028-68000128

好直饮净水机招商
将自来水净化成优质矿泉水， 招各
级加盟商。 电话：0731-84137887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下列人员因个人原因已与我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特此公
告。 名单如下：薛珊珊、刘翠
萍、黎沁、冯杜、王美玲、张亚
亭、欧阳旭鑫、张明、肖慧玲、
刘珏、宁燕星、易翠芝、吴海
泉、马梦然、张姣、谢冠军。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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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吴华德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55219801008327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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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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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对于网上一些折扣幅度较大的
门票价格，多名网络卖家均表示，那是
他们所在旅行社和景区的协议价格。

但是业内人士提醒， 部分低廉、
超过正常折扣价格的门票，来源不一
定正规和合法， 一定要仔细辨别真
伪，以及门票所含的一些限制内容，并
且需要看清楚是成人票还是儿童票。

提醒 低价票谨防陷阱
除了买景区门票、 预订酒店，

一种新型的全方位在线旅游服务
正在兴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消
费者可以在网上买到全国3000多
个景点的门票，一些大型在线旅
游服务网站还提供相应的导游、
租车服务，甚至可以找人代办签
证。

延伸 租车、签证也能上网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