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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苏宁
时间：4月18日-21日
内容：全场单件商品满1000元

返100元现金券，上不封顶。

通程电器
时间：4月19日-21日
内容 ：51寸 3D电视补贴后

2999元，60寸安卓智能3D云电视
补贴后5999元。

国美
时间：4月19日-21日
内容：国美大华新活馆开业，预

存10元抵600元，满500元送500元。

友阿电器
时间：4月20日-22日
内容：友阿电器火车站广场店，

单件满420元， 送精美定制双层隔
温水杯1个。

步步高电器城
时间：4月19日-4月21日
内容：康佳32吋节能LED彩电

补贴后1399元，42吋智能云3D彩
电补贴后2968元。

“除甲醛”产品成厂家宠儿
消费者选购“搞坨数不清”
“除甲醛”家电导购指南

五一临近，买新房结婚的人不少，但需注意了，用环保材料装修，又放空4、5个月才入住的
房子，闻着貌似没气味，其实，新居室“杀手”———甲醛依然存在。

有专家表示，随着夏季临近，高温将催生甲醛“集中释放”，夏季甲醛检测超标率达到90%。
最新研究表明：甲醛已经成为第一类致癌物质。那么，即将入住新居的人们入手一款“除甲

醛”产品变得极为必要。
不过，4月18日，记者在长沙多家家电卖场发现，“除甲醛”家电五花八门，价格更是相差悬

殊，有带“除甲醛”功效的空调、“除甲醛”功效的空气净化器，部分除湿机也标榜有这个功效。
那么，如何挑选“除甲醛”家电呢？ ■记者 杨迪

工作原理：空调本身具
有换气功能。同时空调可以
通过滤膜的化学作用，将甲
醛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或
者利用活性炭的吸附作用，
吸附一部分甲醛。

优点：一般大品牌的空
调“除甲醛”有一定效果。同
时，带“除甲醛”功效的空调
产品属于中高端产品，会同
时具有多重功能， 如除湿、

智能温控等，给家居生活带
来更多享受。

缺点： 产品不易拆洗、
移动。价格也相对较高。

提醒：随着“除甲醛”空
调的走俏，有不少产品打着
“除甲醛”旗号“滥竽充数”，
所以，购买时，一定要选择
品牌产品， 同时了解空调
“除甲醛” 原理和过滤网的
材质。

必须要注意了。空气净化器需
要定期保养和维护，后期维护跟不
上，净化器的过滤网本身就会成为
污染源， 对空气进行二次污染。同
样适用于空调。

像活性炭过滤网， 在正常的室
内环境下，不需要洗不需要吹，拿出
来晒即可，但最好一年更换一次。

五一快到，家电卖场却早已开
打。从本月初开始，促销就没有停
过。本周末，湖南主流家电卖场又
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饕餮盛宴呢？
来看看吧。

工作原理：用电机抽进室内
空气， 然后将空气通过层层过滤
网过滤，再释放出来。如果净化器
的过滤网能够有效吸附有害物
质，就能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优点： 不论是“除甲醛”空
调，还是空气净化器，都有使用
面积制约，而空气净化器一般小
巧精致，移动方便。空气净化器

是专门针对各种对人体有害物
质进行研发的产品，有专业性和
针对性，同时性价比较高。

缺点：功能单一。
提醒：空气净化器并非越贵

越好，过滤网多也不代表能完全
消除空气中有害气体。所以针对
空气净化器的不同功能、 效果，
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

【空调】

【空气净化器】

除甲醛效果：★★★☆☆
价格区间：4000元-20000元

除甲醛效果：★★★★☆
价格区间：900元-7000元

滤网最好常拿出来晒晒

五一促销一波接一波

湖南江宇能源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12年 3 月
6 日核发的 430103000084497 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2-1、2-2；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IC 卡，
代码 57655988-6 遗失国税、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1035
765598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樟飞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码
362323198205074216，声明作废。

李超遗失集体户口户口卡，身份号
码：432622197703242319，声明作废。

梁瑾妮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签发的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430030458作废。

胡宇博遗失富基世纪公园订
房收据，单号:60173585，特此
声明作废。

韩宝龙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权证号：430121700243）
声明作废。

湖南长寿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
局 2011 年 10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 1 个及副本 (2-
1)，注册号：430111000137105,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浩利皮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2 年 10
月 18 日核发的 430102000154070
营业执照副本 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湖南长友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与湖南英特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的合并协议，湖南长友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吸收湖南英
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湖
南英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解散注销，湖南长友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存续。 湖南英特工程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湖南长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并各方公
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湖南长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卫风，电话 13786118770
湖南英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卫风，电话 13786118770

公司合并公告
信缘婚友 88825413
男 49，1.73丧偶厅级干部
房车俱备人品好寻贤妻
靓女 36离寂寞独住经商
交地域不限知心密友
女 46，1.62离高级教师优
雅知性经济好觅知音
交友女 32俏丽活泼温婉
渴望与成功男激情交友

13187046918
15574846589
18229902298
18900744214

经长沙集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 123
号商住楼 1818房联系人：范利兵
电话：13007485190

注销公告

长沙芙蓉区文化体育局，长沙市
芙蓉区赛纳娱乐城，中西餐厅拟
在人民东路 299 号开办文化经
营场所，经营项目 KTV，中西餐
厅， 经营性质个体， 经营范围
KTV，中西餐厅，该场所法定代
表人曹宏，籍贯湖南，按照国务
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众聚集文
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
的要求，对此进行公示，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向芙蓉区政务服务中
心市文化局窗口反映，我们将根
据您的反馈意见决定是否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0731-84683373

2013年 4月 19曰

公 示

湖南中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
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2012 年
4 月 27 日核发的 430102000108032
营业执照副本 2-1、2-2；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IC 卡，
代码 55492994-6；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55492994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佳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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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严斌 ，电话 18670093298

注销公告

长沙玖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抵扣联）2 份，代码：
4300122140 ， 号 码 ：011996
84 、01199685， 未 盖 发 票 专
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公告声明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飞针麻将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合
作
出
场

以一敌三， 胜券在握（吃、
摸、碰、杠、胡）掌控全局，准
确率百分之百， 无需控色，
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本产品
超越了以往的任何麻将产品，做
到了真正的傻瓜式操作。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牌具精品。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三公、
金花等庄闲绝杀。 上门安装程序
麻将机，可控制四方色点。 高清博
士伦可看透扑克麻将，普通扑克无
声变牌器，飞针麻将合作出场。

必胜牌具

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 酒 店 503 室13908478993

普通扑克麻将最新手法硬功夫无破
绽感应分析仪桌上无任何东西报牌
快准上门安装手机远程控制麻将程
序机（四方开骰）隐形透视眼镜变牌器药水
密码扑克麻将。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低价牌具 13507456730

真功夫纯手法背面识别普通牌，最
新幻影移牌术，包教包会，火车站通
通商务酒店 401室（新天宾馆对面）

博艺牌具 13974936728

售最新扑克分析仪 ,四方色程序一体
机 ,无色博士伦看透扑克麻将 ,授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B栋 7楼 7703 房

中兴牌具 13677369990

低 价 上 门 安 装 麻 将 机 程 序
多款扑克分析仪桌面上不需放镜头
密码麻将、扑克等 长沙晚报正对面

牌具 13467671788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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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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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 QQ：602058576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律师 调查

私人律师 2999元/年 团队服务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法律帮帮团 www.4000918080.com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位置极佳停车位足 15873186701
繁华段商务会所转让

主公路边。 T：13808480113
20亩空坪地出租

转让 出租

占地四亩手续齐交通便 13975875365
食品厂转让或合作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刘律师18974984387

玛蚁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7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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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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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阳
不限时、不限路

河西：89727374
河东：85717077

搬家规模大，拆装空调

长沙润鹏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301110000203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46岁丧偶经商稳重大方诚觅贤
淑爱家女士尽快完婚户籍不限有
孩可 13268665111亲谈拒游戏！

特别推荐：陈女士 29美丽善良
离觅真诚男交往圆我梦不嫌你
条件差给你一切 18818023390

涂玉华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2196409303046，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驷奔建材经营部
遗失杨帆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贫富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714679173本人亲谈

长沙市芙蓉区恒正电器行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 L061673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8岁丧偶承夫业经济好有一
女儿特寻一位有缘男士重组家
园 18676745905本人亲听

何少峰遗失怀化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编号:1221412
01006001638,声明作废。

张逸峰（学号：20091120228）遗失
湖南大学三方就业协议，编号：
DKS20091120228，声明作废。

湖南宏源建筑施工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
分局 2012年 4月 2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00
0000053203(2-2)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宏源建筑施工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9
年 3月 17日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副本，代码号:68503055-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慈善基金会的法人登记
证副本遗失，证号：湘基证字
第 137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兆亨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镇展搏珠宝店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为
430121198306087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明亮不慎遗失位于雨花区金
质院小区 7栋 1006室维修资金
缴款凭证二。 三联，凭证号位：
00287205，声明作废 。

张闪岳（身份证 430202197912020019）
遗失户籍卡，声明作废。

雷亮遗失 2008 年 05 月 30 日签发二代身份
证，证号 430122198307241141，声明作废。

湖南兰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汤
国华)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平遗失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编号：20094301732001583，声明作废。

张娇遗失教师资格证，证件号码：
20084301732003755，声明作废。

长沙市名顶调味品有限公司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4301215617300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足之堂保健会所
于 2013年 4月 18日遗失由长沙
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1 年
3 月 4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
本，证号：43040419631221001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能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1）,注册号：
4301110000131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提醒

捡篓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