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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健康A13

本超市是一家以百货、食品为
主的综合性个人独资零售企业，
设施、设备、物流一应俱全，
且资金实力雄厚，现正在有效
运营中。 因本人另有项目要做，
欲寻求一位懂零售企业管理，
有追求、有梦想的合作伙伴。
1、男女不限。 大专以上学历，
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独立
经营大中型商场的能力。
2、无需投资，利润平分。
联系电话:13875350434

诚求合作伙伴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森宁女子美容店
遗失由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
局 2008年 4月 18日核发的地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37021219
770221409X，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高科技普通扑克麻将不换牌，最
新扑克分析仪三公、斗牛、金花、
跑胡子。博士伦扑克麻将，安装麻
将程序，骰子。长沙马王堆银港 C
区 1单元 15A。 13975107136

千王牌具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
★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在建工程、
IT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大 额 资 金
寻优质项目深发投资

028-67893333

联系电话：18975355556雷先生
长期评估收购二手车

最新高科技麻将机，斗牛，三
公设备，授各种手上技术。 湘
潭岳塘建设南路晓塘路口。

牌技绝学15675212577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诚信，专业，简便；房地产，
矿山，电站，农牧业，制造加
工等各类新建项目； 个人，
企业短期拆借，区域不限。

大 额 资 金
寻优质项目易兴投资

028-68080888
普 通 牌 分 析 仪
色子 硬币高科技
15918887141小方

雄厚资金，支持个人、企业各
类项目（矿产、地产、电站、
农林、林权、养殖、在建、扩
建、新建工程等）（区域不限）

时代锦华投资

400-027-0288、028-68899888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 博士仑眼镜看字
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矿山、
房地产、电站、种（养殖）、制造
加工、交通、学校、在建工程
等 ， 轻 松 解 决 资 金 困 难 。
成都市永丰路恒丰银行 8 楼
电话：028-68000866

弘旺投资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大额资金借贷，可合作项目
寻 居 间 代 理 15736009873
重庆市解放碑 重庆旺润投资

外资财团内地直投

30亩工业用地转让
交通便利,价格面议。 湘潭易俗河
107国道旁,有意者买 10 亩 15 亩
20亩 30亩均可。 18975282188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咨询招商 促销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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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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资金直投（矿山、地产、工农
业、旅游项目 ,企业改扩建，
资金周转等）诚招商务代表。
胡经理 13505697579
邮箱：871589199@qq.com

安徽博航投资公司

常德市桥南市场旁、 地段最好、
人气最旺、宾馆出售、二证齐全、
价格便宜！ 电话：13787896088

2000m2 宾馆出售

园内 15 亩位于长沙雨花区，土
地流转 30年，有大树名木三百多
棵。 仿古住房两栋，池塘假山
亭阁环境优雅。 13807316977

生态种植园低价急转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增发后

白发前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周赞春遗失宁乡县玉潭镇周赞
春水暖器材商行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2460
03452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合同章作废声明
因公司名称更改，南阳防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专用
章 ， 编 号 ：4113020000053，
4113020000037，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合同章作废，
特此声明！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熊德华遗失长沙新城万博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购房不动产发票，
D8栋 2806房发票号码 20044940，
发 票 代 码 243001300832， 金 额
2 万。 商业中心-F108 卢斯思，发
票号码 20224177，发票代码 24
3001300832，金额 5 万。 商业中
心-F104 王窕军杨金国发票号码
20065674， 发 票 代 码 24300130
1217，金额 4432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鸿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长沙县分公司遗失长沙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0 月 12 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本 430121000051
1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永生堂遗失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证正本，证号 :宗场证字
(湘)J号 0000000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军利家园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9年 6月 1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 (2 -1)，注册号 :
4301210000286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水竹花卉苗木专业合作
社登记证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30121NA000043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荣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 IC卡，代码：
05584452－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便立到家电子商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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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剑波 电话 ：13874915435

注销公告
长沙众从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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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骥，电话：18569421255

遗失声明
长沙沐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09年 8月 5日核发的注册
号 为 ：430111000073898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有关调查显示， 中国
有80%的青少年男孩都有
包皮过长现象。 为帮助青
少年早日甩掉“包袱”，健
康快乐成长， 长沙博大泌
尿专科医院推出的关爱青
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援助基
金借用专业男科医院的先
进技术， 在六一儿童节期
间， 给予家长和孩子们最
好的支持和关爱， 也给孩
子们一个没有“包袱”的快
乐童年。

据悉， 选择长沙博大
泌尿专科医院作为此次基

金的执行医院， 是因为该
院是湖南省级重点泌尿专
科医院， 是男科手术标准
化规范操作示范医院，也
是我省第一家筹建国家重
点男科检测实验室的男科
医院。 该院采用的第四代
韩式微雕绣式包皮术首次
在泌尿外科手术领域引入
了韩国最新整形美学45度
角“精准塑形”的理念，将
3D现代化数字模拟整形技
术与新型生殖手术充分结
合。韩国包皮整形创始人、
国际生殖整形协会副主席

hee� sun� Kim 博 士 经 过
50000例包皮过长患者临
床验证，具有微创无痛、自
然美观、无需拆线、零感染
等优势， 在男科医学界引
起震动， 是韩式包皮术的
一次完美升级， 更是新一
代包皮过长治疗的“金标
准”。此次作为青少年生殖
健康基金执行医院， 博大
将发挥专业优势， 为提高
我省青少年生殖健康水平
尽一份社会责任。 市民如
有相关问题， 可拨打健康
热线8878�6666进行咨询。

欢乐童年，我们一起来甩“包袱”
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推出“关爱青少年生殖健康”专项援助基金

6月1日，“欢乐童年， 精彩无
限”，由共青团湖南省委、少先队湖
南省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
（2015） 湖南体验式儿童节活动现
场人气爆棚， 连过道都挤得水泄不
通。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活动现场长
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健康服务站前
看到，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特别
是由博大医院推出执行的“湖南省
关爱青少年生殖健康” 专项援助基
金吸引了众多学生家长的关注。

市民刘女士刚刚把基金申请表
格填完，十分高兴地说，这个基金对
于普通市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不
仅为孩子解决了健康隐患， 而且在
经济上给予了援助， 为我们解决了
后顾之忧。

据了解，此次“湖南省关爱青少
年生殖健康” 专项援助基金共计发
行20万元， 主要用于援助我省8—
16岁包皮过长、包茎的青少年男孩。
家长或监护人申请通过之后， 可获
得400元包皮手术援助费用。

在体验式儿童节活动现
场， 基金执行单位长沙博大
泌尿专科医院的健康服务站
现场十分火爆。据了解，大多
数前来咨询的家长都表示之
前对儿童包皮过长、 包茎知
识非常欠缺和不够重视，令
人堪忧。

来自天心区天剑社区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儿子今年九
岁，包皮过长现象非常严重，
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没有在
意，听了专家的讲解后，再对
照孩子的情况， 这个手术现
在是非做不可了。 正好有六
一活动， 可申领青少年生殖
健康专项援助基金，又在经济
上减负很多，非常感谢这次活
动的主办方。

据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
院现场负责人王俊杰介绍，医
院作为专业男科医院，为提升
省内男性生殖健康水平应承
担社会责任，我们提倡关注男
性生殖健康应从小抓起，这次
推出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基金，
就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王俊杰还表示，家长的足
够重视和专业医疗机构的积
极参与，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
决我省青少年生殖健康问题，
在当天活动现场就有几十名
家长申请了该基金，博大医院
将全力做好基金发放和援助
工作。 ■记者 祝晓东

【举措二】
20万援助基金
惠及星城家长

【举措一】
专业男科医院帮助青少年轻松甩掉”包袱”

了解更多健康资讯，请
扫描华声生活社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