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多个城市的数万民众4

日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新出台的

安全政策以及对吉卜赛人实施

集体遣返的做法。

不过， 法国政府官员说，当

天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数量远

少于组织者预期，表明政府的政

策得到多数人支持，政府打击犯

罪的决心不会动摇。

4日下午， 上万人在法国首

都巴黎举行集会，抗议政府集体

遣返吉卜赛人。 他们挥舞旗帜，

高呼口号，打出“拒绝排外政策”

等标语，抗议政府的做法。

巴黎警方估计， 大约1.2万

人参加集会；活动组织者给出的

数据则是5万人。4日，欧洲多个国

家城市举行针对法国政策的小规

模抗议活动。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上月27日说，吉卜赛人在法国遭受

“歧视性暴力”，法国政府不应对吉

卜赛人实施集体遣返。 ■

据新华社

美最先进攻击核潜艇抵日

韩国武装部队联合参谋本部

4日宣布，因台风“玛瑙”接近韩国

西部海域，原定5日开始的韩国与

美国联合反潜军事演习延期举

行,新日期将于晚些时候公布。

“玛瑙”4日离开日本南部冲

绳地区，向西北方向移动。

韩美两军原定5日至9日在

韩国西部海域即黄海举行联合

反潜演习。

韩国海军将出动“韩国”型驱

逐舰等4艘军舰、P—3C型海上巡

逻机和潜水艇， 美军将派“宙斯

盾”驱逐舰等3艘军舰、核动力潜

艇、海上巡逻机等参加演习。

这次韩美联合反潜演习属于

两国宣称作为“天安”号事件应对

措施的系列军演。 ■据新华社

遣返吉卜赛人？法国民众说不！

美国海军最先进核攻击潜艇抵达日本横须贺。

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弗吉尼

亚级夏威夷号攻击型核潜艇3日首

次在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停靠。

日本媒体报道，夏威夷号

上月驶离母港珍珠港， 服役以

来首次驶入亚洲周边海域，今

后将在亚洲地区停留半年时

间，在美国第七舰队指挥下，以

关岛和驻日美军基地为补给据

点，执行相关任务。弗吉尼亚级

夏威夷号攻击型核潜艇水下排

水量为7800吨，携带24枚重2吨

的鱼雷，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特约记者 田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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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麻将机魔镜及各种实战牌具牌技

适用各种玩法。 100%价有所值。

长沙火车站八一路天佑大厦 1203室

租

15802699225

售魔术牌具

无敌字牌

跑胡子碰胡子独创祖传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随心操控。 扑克移

牌过牌发牌变牌神出鬼没无需科

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开门

授徒

鬼手三哥

纯手法授魔法普通扑克任人洗切随

心发大牌，无记痕快准认牌，过手瞬间

变牌，特价授牌具。 15974254388

娱乐设备

驾 校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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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 代办

百万年薪不是梦。 从事管理做

过生意的，25-45 岁之间月薪

2000-9000元。 13017189320

聘

82545092

1对 1上门精辅

师大中大家教

养老金医保卡、信用卡发放

员，25-50岁 15974152729聘

干洗 彩钢 物资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637878

广大彩钢

专业生产彩钢瓦、夹芯板、C 型钢、活

动房 0731－84622777、13975884761

低价转让装载机

电话：〈0〉13702157225

单位转让装机 4台

求购

挖掘机、压路机 平地

机等。 013122790206

带卡罗拉车求职

陈先生，电话：13055195349

报名电话：85586126、86276697黄老师

中央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业：会计学〈注会〉、金融学、

工商管理、工程造价、法学、投资学

成教专科 /专升本 /在职研究生招生

轻松获取名校文凭，电子注册、全国通用！

上市公司诚聘

续收、理赔、月薪 2-6 千，享受五险一金，年

龄 25-45岁女性优先。张经理 13467716889

汽修学校

依托理工大学， 办学多年， 颇多荣

誉。集学校、驾校、修理厂于一体，打

造汽修湘军航母。中专、大专、本科、

钣金油漆班、汽车美容班、进修班

85862062www.0731car.com

手工产品 诚寻合作

本单位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

加工， 货源稳定现金结算，

上门服务可提前预付加工费。

株 洲 建 设 南 路

0731-22716008、22716007

有机肥招商

本公司经营绿色天然有机肥，

本品不仅能提升作物的品质，

同时能大幅提高产量，现面向

湖南省诚招各市县级代理商。

本产品现为市场空白，潜力大，

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及需求空间。

电话：0731-82490162、13077397145 李总

省政协

常青树

地处市中心、独立花园，环境优

雅，医疗配套设施齐全，价格适

中， 是老年朋友宜居而温馨的家。

〈燕山街 83号〉www.cscqs.com

0731-88712626、89977822

老年公寓

招

广告业务员、客服专员

鼎极文化纳才热线：82767258、15974200300

QQ： 1486496459

平台好、上手快、高底薪、高提成

美国奥特技术学院在华招生

专业好费用低不考雅思托福，

美中教育部承认学历，一年工作

签证。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黄

土岭）蓉苑 C座 2703

电话：0731-85794825、15575801229

招生 招聘 家教

厨务部各岗位工作人员。 联系人：

周经理，电话：15827655500

武汉口味堂高薪诚聘

三康华元电力高薪诚聘

联系电话：85149178 18974897889

西北片区销售经理，年薪 10万+高额提成

位置好、交通方便、价格优。 长沙县

暮云工业园。 电话：15873139850

一万平方厂房招租

江浙民间资金

急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借贷。

电话：025-81589994 航美投资

028-85289227/9四川宏运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隔热、防爆防紫外线保护隐私，普通

玻璃变身高性能玻璃 T：84862166

富迪家居玻璃贴膜

全 省 招 商

求购大米 18602767606

武钢〈集团〉钢城快餐食品公司常

年求购大米、菜粕 027-86893647

金融集团诚聘

续收、理赔、领取，月薪 3-6 千，享受医

疗、意外、养老等。 黄经理 13874877898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热线

刊登

热线

刊登

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房产、土地、工业、矿业、水电站、

农业、酒店、厂房、在建工程等，

大小企业、个人专业借款〈区域

不限，不成功不收费〉。成都营门

口路 48号熙城国际大厦 22楼

免费电话：400-7020-222

融侨

专 业 投 资 借 款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全程工商税务 8441516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大额资金寻项目投资

各类矿山、水电站、能源、交通、

旅游、房地产、农牧业、在建工

程等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投资

028-66048777 66048885

融升投资 江浙财团

寻各类优质企业项目直投，债

权均可， 诚邀政府个人提供项

目 025-85030285 85030281

交谊舞会所诚聘

我舞会所长期培训交谊舞爱好

者，培训期一个月，学费 1200 元，包

住宿， 条件： 男女不限，18-35

岁，男 1.7 以上，女 1.58 以上，毕

业后包工作， 待遇：2000-6000

元。 地址：五一路发展大厦鑫都舞厅

13657495218、 15074815367 刘先生

工商代办 82284857

名酒招商

中国著名品牌玉井坊酒诚招样

板市场，免费铺货、支持广告人

员，费用厂家全额负责，可自由

调换货。 www.ahyjf.com

0558-5307569 15956795101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预约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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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区 85360001

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为庆祝我校尖山校区 9 月 6 日隆

重开业，三校区同时举办优惠学车

活动，开业活动期〈9 月 6 日至 15

日〉 报名享受一费制特惠价并

有价值 50元精美礼品赠送。

尖山校区：岳麓区雷锋大道旁 85698888

四方坪校区：金帆小区西门对面 84481188

同升湖校区：洞井镇新兴村：85632188

铭达驾校特惠活动

印度巡航导弹成功“跳水”

印度5日成功试射一枚印俄联

合研制的改进型布拉莫斯导弹，并

成功实现导弹“跳水”测试。

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当天在

东部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东

北220公里的钱迪普尔导弹试验场

发射这款布拉莫斯二型导弹。

“今天布拉莫斯二型导弹的一

款改进版导弹在钱迪普尔成功试

射，”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一份声

明说，“导弹飞向预定目标， 完成巡

航和大角度跳水动作……这是全球

首枚实现超音速跳水动作的巡航导

弹。” ■均据新华社

英媒播出

“埃塔”宣布停火视频

英国广播公司（BBC） 电视台5

日援引一段视频声明报道说， 西班

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宣布

停火。

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视频显

示，“埃塔”组织成员宣布，这一组织

数月前已经做出决定，不再“采取武

装行动” 谋求独立，“以便投入民主

进程”。

西班牙媒体3日报道，“埃塔”的

政治分支巴斯克独立联盟敦促“埃

塔” 在国际观察员监督下与西班牙

政府实现“永久”停火。

台风“玛瑙”“阻击”韩美军演

美最先进攻击核潜艇首次部署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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