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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遗
失望城农村合作银行格塘支行转账支
票，票号为：32022117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 告

QS认证寒山食用冰块

做冷冻食品客户优先。 0731-85538863
诚招市、县级代理商

川朋投资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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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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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0009333 13975847588

独家最新感应变牌，普通扑克一摸即
变，必赢单人报牌仪，最新程序麻将
机（可控四方色）感应程序（万能遥控
器）批售更多神奇实战麻将扑克牌九
筒子色子等均免费观看。长沙火车站
凯 旋 酒 店 A 座 2107 室 黄 老 师

华南牌具批
发

扑克单人操作感应仪无需镜头感应报
点庄闲通杀(适金花、牌九、二张 筒子
等)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一对一 程序
要什么牌来什么牌(包自摸)长麻转麻
都可以一打三家。批高清博士伦看透麻
将、扑克筒子、字牌授实战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 座 2005 室

感应牌具13627491393
新型感应分析仪，无论牌放任何角落 1 秒报
牌。 庄闲绝杀低价安装麻将程序。 无论坐哪
方都可来想要的好牌，高清博士伦声控扑克
变牌仪。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低价牌具 13507456730

专营麻将机智能程序可上门设计
任何麻将玩法及牌型 (包自摸)售
3600 自动追踪光感扑克分析仪。
美国高清博士伦眼镜， 看透扑克,
麻将。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
栋 1602房。 15873115558

实战牌王

浩天牌具
推出感应探测仪，绝杀扑克跑
胡子同子牌九各种玩法，低价

销售一对一博士伦眼镜，免安装程序麻
将 机 。 长沙火车站晓园大 厦 14 楼

震撼
18229845999

金融中心
今宇资本西南

企业、个人各类在（扩）建工
程、农牧林、房地产、交通、能
源、厂矿等项目投资。
（地域不限、利率低、审批快）

028-966 9955
为有闲散资金者提供渠道

另：四方坪休闲茶楼 3万优转
星沙高档 KTV80 万即转即营业好

停车 18073131277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隆重推出全球远程高科技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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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飞针麻将合
作
出
场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玩牌爱好者首选。本公司产品齐全:
扑克分析仪器、程序麻将机、感应
变牌仪、博士伦眼镜等能帮你随心
所欲，另传授各种玩牌手法包教会。
可来人免费观看满意再买。 长沙火车站
三九楚云酒店电梯上 3 楼 319 室

13875909017牌具
超市

飞针麻将老
字
号

合作出场
双赢娱乐热线：

最
新
科
技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高科技产品。

15675267777
18675268888

全 省 招 商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方
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全球呼手机招商
大家都在用全球呼手机、 全球呼
座机， 畅打一年， 话费只要 800
元。 创业项目，诚邀全省加盟。
购机热线：4008073128 0731-88654488
招商热线：0731-84415500 13755112828
体验店：长沙中天广场 2楼 133号

转让 租售

业内资深专业团队打造民间资
本平台，寻优质股（债）权项目。
最低融资额度 500 万起。 因为
专业，所以快捷！高薪诚聘各地
代理、 同行加盟合作！ 电话：
025-87781454 13913845217
网址：http://hk-tz.com 地址：
南京建邺区凤凰文化广场 B 栋
13楼 南京弘凯投资有限公司

弘凯投资

省内工商代办 83888875

理财 代办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
对方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搬家 拆旧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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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免费咨询

15874164401张律师

每个城市只有一个机会
独有核心科技，国际专利保护
投资小 收益大 市场广阔

独家经营让您轻松独享市场
赢利丰厚长久

免费索取 027-51119372
资料热线 18062517387 工商代办 822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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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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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长沙总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行政助理、社区专管、医保审
核员、司机 13808462494张聘

泸州老窖传世窖池招各级代理
及职业经理 T：13467895566

澳洲澳卡拉联盟酒庄
面 向 全 国 招 商

网 址：www.newoman.com
新校址：长沙市河西普瑞大道西路 139号（与长沙医学院相邻）
咨询电话：

长沙竞男女子专修学院

做改变女人一生的教育
欢迎有胆识的初中、高中、大专生来校接受独特教育

竞男

乘车路线： 溁湾镇 903、西站 918 、华夏 907A 到长沙医学院站下

0731-88384700、88384717
13755000393、13907481661

另招合作及业务员 13332516331
低分考生上普高专本

陈寿华 430111196009031818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陈艳群 43012219690908432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唐勇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０２１９８３０６１５５０５１，声明作废。

我母亲叫苏保涟， 湖北人，今
年 91 岁，1987 年因精神病外
出至今未归。 身高 1.68米，四
方脸型，头发往后梳，一只眼
睛大，一只眼睛小，爱笑，不会
讨吃。 有哪位好心人看见她，
或她死了用土埋了，请打电话
给我，我要重谢您们。 电话:
0731-85836611 13185037727
不孝子陈敬祥谢!

寻人启事

刘鹏飞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200043110430421760904196，
声明作废。

李胜强 430124198108117415
户口本遗失作废。

刘佳嫣 430111198807142140 身份证遗
失，声明作废。 于 2012年 1月遗失。

罗维军 43282919691207311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超诺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期货知识

火热8月来袭，兴业银行“兴银杯”全
国贵金属模拟交易大赛也将火热开锣，比
赛时间为2012年8月1日至10月31日。比
赛采用的模拟交易系统完全按上海黄金
交易所规则创设，采用真实市场行情进行
交易，品种包括具有“双向买卖、杠杆交
易”特色的AU（T+D）和AG（T+D），最终
将根据参赛者的模拟收益率决出高下，优
胜者将获得兴业银行提供的丰厚奖品。

为保证此次交易大赛顺利开展，兴业
银行做了充分准备：一是专设的大赛官方

网站除了公布本次比赛最新动态外，还提
供最新的贵金属投资资讯、贵金属交易知
识、在线客服答疑解惑等，方便广大投资
者学习。二是奖项多样、奖品丰富。除了根
据每周、每月和最终总决赛时参赛选手的
模拟收益率颁奖以外，还有众多幸运奖回
馈活动参与者。

兴业银行是我国首家在全国范围内
推出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物黄金和黄
金现货延期交收产品的商业银行， 且成
功推出白银现货延期交收产品， 成为国

内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牌交易品种最
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 该行在业务发展
过程中不断创新贵金属交易平台， 提升
贵金属投资服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每个营业网点均配备上海黄金交易所黄
金交易员， 专门为贵金属投资者提供针
对性服务。2011年该行代理黄金业务位
列国内银行第一位、 白银业务位列第二
位， 已连续三年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优
秀会员特等奖。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钟婷 董生昭

贵金属模拟赛明日开锣
周一郑糖主力合约SR1301报收于

5330元/吨， 下跌47元。 近期内外盘背
离，原糖推动作用极有限，国内糖市利空
消息再次发酵， 据传7月销售数据广西
不足45万吨，收储亦成泡影，且天气较
好利于甘蔗生长， 因此郑糖不断创出新
低，后市继续下跌寻底可能性较大。

沪深300指数盘面上看，涨少跌多，
权重股护盘，跌停个股急剧增多，尤其是
ST板块受利空影响全线跌停，成交量环
比小幅减少。 从技术上看， 盘中再创新
低，成交量也出现了持续性的萎缩状态，
近期或有短暂反弹行情出现， 但中期股
市难改弱势格局。 重点关注消息面的变
化尤其是成交量的变化。 周二操作上建
议趋势空单继续持有， 止损点为2410
点，日内短线观望。■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转中彩开奖部传真通知：接央视通
知， 因转播伦敦奥运会，2012年7月26日
至8月12日，央
视二套福彩开
奖节目由23:10
改 为 23:26 播
出。

2岁女童被车撞飞伤势严重，常德市
鼎城福彩工作人员前去看望， 并送上爱
心……

病房特写：
病房里，年轻的母亲一只手抱着全身

缠着白色纱布的2岁的女儿， 另一只手拿
着氧气喷嘴对准女儿的嘴，脸上写满了对
女儿的心疼和现实的无奈。而另一个身影
安静地立在病床旁，一语不发地看着病床
上的妻女，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3000元福彩爱心款送到小刘佳的
父母手中时，小夫妇俩热泪盈眶……

事情真相：
7月9日，常德鼎城区黄株洲乡杨家台

村的一名两岁女童刘佳，大清早起来在路
旁玩耍，不幸被一辆摩托车撞飞，伤势十
分严重。意外发生后，在外打工的孩子父
母———刘新辉夫妇立马从山东赶回老家
看望女儿。目前小刘佳正在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为了医治女儿，家里已
花费4万多， 高额的医疗费让一个以打工
为生的普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如今小夫
妻已经倾尽所有，每天在重症监护室的治
疗，让这个家庭濒临绝望。

雪中送炭：
7月24日上午，鼎城区福彩管理站工

作人员一行去医院看望了小刘佳，并送去
了3000元慰问金。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爱心倡举， 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小刘佳，
让爱继续传递下去，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刘耀琳

7月26日至8月12日央视二套
福彩开奖节目时间有变动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2岁女童被撞飞受重伤，鼎城福彩爱心看望

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基
本应与本国的宏观经济目标相吻合，也
就是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国际收支平
衡和充分就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定
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
经济增长”。

湖北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
荆州市松滋。这里是历史悠久的酿酒盛地。

公元759年秋，唐代诗人，素有诗仙、酒
仙之称的李白与族弟李晔、 朋友贾至相遇
于岳州，甚感欣慰。三人约定去游洞庭，泛
舟湖上，观赏美景，相谈甚欢。溯江而上，不
知不觉游到了湖的边沿松滋境地。 此时天
色已晚，船夫停船靠岸，夜泊湖口（今松滋
市境内）。

洞庭湖的秋月夜美妙迷人。 皎洁柔和
的月光弥漫八百里洞庭，如梦如画，在这样
圣洁而又恬静的境界里， 最易让人忘怀尘
世的得失而生出美好的情愫。美景良宵，三
人开怀畅饮松滋当地佳酿，赋诗抒怀。李白
即兴写下“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
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

一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 白云边由此而得
名。后经几十代白云边人的实践、奋斗，白
云边成为中国浓酱兼香型白酒的代表。

（集5期原件，于10月1日前到秦皇食府
各门店， 兑价值18元的白云边150ml酒一
瓶 ， 共 计 1000 份 。 团 购 热 线 ：
0731-88860399）

白云边酒系列报道之七

白云边的由来

经济信息

期货日评

郑糖可能继续下跌探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