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苏丹9日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

的国家。这一天，一些外国元首及代表、国

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人在首都朱巴的庆典

仪式上向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当面

表示祝贺。应南苏丹总统基尔邀请，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特使、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部长姜伟新9日率团出席了南苏丹共

和国独立庆典。

姜伟新向基尔转交了胡锦涛主席的

贺电，对南苏丹独立表示热烈祝贺，祝愿

南苏丹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不断

取得新成就。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9日在

纽约表示，中国欢迎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建

国，支持南苏丹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李保

东说：“我们欢迎南苏丹正式建国。我们支

持南苏丹加入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

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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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中南大学自考本科

中南大学 2011高等教育自考本科

面向全国招生，具有高中、中专同

等学历可报三年制专本套读，具有

专科（含在校生）可报二年制专升本。

招生办：0731-83889023；QQ:626056851

联系人：曾老师、李老师

地址：中南大学本部自考基地招生办。

网址：www.csu0731.com

本公司在开福区

境内有二个具备贰级

资质的混凝土站，投资

3000 万元。 现因公司

发展需要，诚招有实力

的公司共同经营，有意

者详情面洽。

混凝土站招商

联系人：胡同志

联系电话：13975830999

10 万元留学韩国———韩国 29 所大学如延世、成均馆、梨花女

子等多为重点大学，国际知名，文凭含金量高。 4 年总费用最低 10

万元，韩国留学就业前景好。

15 万元留学加拿大———中加国际学生合作计划（SPP 计划）：

资金担保低，实用技能紧接就业。 毕业后政府发放三年无条件工作

签证，工作一年移民加拿大。 真正实现留学就业移民一步到位。

（众多美国、英国大学的预科班、双录取班，都有各自不同的优

惠留学条件。 详情参阅网站。 ）

高考分仅供参考，中等生轻松入读世界名校。

报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号财智国际大厦 B座

高考不如意 10万能留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

咨询热线： 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www.hantones.com www.httxzg.com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干洗设备 物资

700m

2

酒楼优转（火星）

紫薇路临街、低租、客源多 13332513546

转让 出租

家电维修 汽车租赁

拆装、加氟、回收

修家电 89782412

空调维修

搬家 拆装空调

恭喜发

84258568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 家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搬家搬货 移空调

蚂蚁

857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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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炒股 85822242

免费为客户提供个股咨询、分析

邮政速递局招开福区

电动车投递员约 1800元/月 18975193355

成考自考在职研究生

考试免费培训通过率高 13787219491

湘菜湘小吃快餐厨师一名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

聘

幼儿园招聘

长沙师范附二幼现招聘教师、保育

员、保健医生、白案（懂水电者优

先）0731-84036699、18774854006

年薪 20万招干部海员

欢迎初高中生报名。 询 15874037248

招生 招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茅台前身人 民 大 会 堂 指 定 用 酒

全国政府采购钓鱼台国宾馆指定用酒

厂家全程帮扶 ，成功的营销模式

厂电：0852-2315258 18798165888

正宗赖茅酒

赖

雨

生

招

商

誖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全 省 招 商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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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诚聘专兼职销售代表 8名

电话：0731-84814267

13017399622 13786169399

网址：www.csxiangla.com

法国西夫拉姆红酒

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航美投资

专业投资公司面向湖南地区寻

找优质项目投资合作， 个人企

业均可，合作方式灵活。

电话：025-81589994

诚聘招生代理

211 重点大学项目， 本科层次， 校内学习。

027-87197702、13207126990（宋老师）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职称教

师建筑医卫 13332516331

资格证

2011年英澳硕士

电话：010-62289538 网址： http://iec.cufe.edu.cn

留学直通车第三届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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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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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夜练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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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 乐 设 备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厂销扑克牌九筒子分析仪， 高清

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等。 传授制

胜绝技，免费观看，学不会，免收

学费。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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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麻将机

报牌仪

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睛、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

13467671788

足浴城转让

������位于营盘路 1500m

2

， 营业中，

客源稳定，停车方便，接手即可盈

利，因本人另有发展，现优价转让，

非诚勿扰。 电话：13874835515

湖南中亿佰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工商局登记

注册的大型投资管理服务机构， 致力于为投融资双方牵线搭

桥。 帮助有富余资金的客户寻找投资渠道，安全、高效、有保障；

为需钱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平台，专业、规范、速度快。

中亿佰联，投融资服务专家

总店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389号华美欧大厦一楼

24小时服务热线：0731-88888292 网址：www.hnzyb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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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500m

2

干洗机水洗机联展，700m

2

免费干洗培训中心， 洗衣专家指

导开店。 上海星航设备厂家直销。

干洗要发财就开英格莱

www.hngxw.com 长沙市九尾冲 0731-84492109

女 30 肤白嫁港商因夫年迈长期在外

无育寻体健男士圆梦 18720561899

男 48 岁退伍商丧偶顾家重情体健

端正内心渴望贤惠体贴孝顺女牵手

一生 13728399653可带老人小孩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专业广告公司为您服务

编印画册书刊、海报简介；电视宣传片摄制；

礼品订制；权威媒体宣传推广；活动策划。

另聘客服专员 2名、业务员 3名。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遗失声明

湖南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嘉雨路

分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0 年 11 月 8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为

430100000132578， 另遗失长沙

市芙蓉区卫生局核发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本，证号 SP4301021

010018992，声明作废。

寻缘女丽丽 30岁 1.65丰满迷人通

情达理寻健康男士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共同发展 18770385851亲谈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律师 调查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566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公 告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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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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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免抵押 放款快

18674852067

贷款咨询

理财 代办

工商代办 8228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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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驾照，可经权威部

门查验 13967030272

轻轻松松

贷款 84211007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

贷款即日放款。 湘府路 88号

咨

询

工商代办 82147786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想家女 35岁丧偶独居端庄贤惠重

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健康重情

有责任感男相伴一生， 其他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590315980本人

男 48 岁丧偶独居重感情有修养经

商经济优诚寻善良真心成家女为

伴有孩视亲生 13927498558亲谈

遗失声明

杨柳遗失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3197412122060。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07 年 5 月 22 日核

发的营 业执照正 本 ， 注 册 号 ：

430191600040788，声明作废。

好男人 54岁前妻逝世，自营实体，

诚寻一位温柔体贴女士为伴《可到

女方定居》15820947638亲谈。

遗失声明

宁乡县车主杨果清不慎遗失车

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正本，号码为

10430582051， 车型为江淮牌

HFC5045XXY4T。 发 动 机 号

10234997，车架号为 LJIIKBBC

6A8028661， 车牌号为湘 A·9R961，

特此声明作废。

日本气象厅发布， 当地时间10

日上午9时57分（北京时间8时57

分），日本东北部本州岛发生7.3级强

烈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当局已经

向岩手、宫城和福岛地区发布海啸预

警。

地震发生时，包括东京在内的日

本东部广大地区有明显震感。日本东

北部地区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停运。

目前还没有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

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东京电力公司称，最新的强震并

未给此前遭地震和海啸重创的福岛

核电站带来新问题。 东电发言人称：

“我们仍在对细节进行检查， 但反应

堆的冷却作业仍在进行。”

■据新华社

胡锦涛主席特使出席南苏丹共和国独立庆典

中国支持南苏丹加入联合国

内忧外患 挑战重重

日本再遇7.3级强震

东京等地有明显震感 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停运

链接新闻

印度：列车出轨 逾200人伤亡

总统萨尔瓦·基尔9日在就职演说中

承诺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重， 和平

解决南苏丹与苏丹间遗留问题。 媒体解

读， 基尔讲话实际道出南苏丹独立后所

面临的两大挑战， 一是欠发达的国内经

济现状， 二是横亘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与

苏丹的诸多未决“政治和外交问题”。

路透社评论文章指出， 尽管苏丹提

前承认南苏丹， 但这并不代表双方敏感

议题的消失。一些分析师担心，未决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 双方可能像从前那样再

次兵戈相见， 原先的内战可能演变为两

国间的战争。经济方面，美联社用“油富

民穷”作形容。此外，脆弱的经济基础、落

后的基础设施、 欠缺的保障体系等诸多

弊病，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牵制力。

印度一列高速客车10日在北部北方邦

出轨，造成至少3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印

度铁路部门官员说， 这列客车从东部城市

加尔各答驶往北部哈里亚纳， 在北方邦法

塔赫布尔地区出轨。一些车厢倒在铁轨边，

不少乘客被压在侧倒的车厢内。

俄罗斯：游船沉没 近百人失踪

俄罗斯一艘载有170多人的游船10日

下午在伏尔加河中央沉没。“我们现在还

不知道沉船原因，” 俄联邦紧急事务部一

名发言人说，“已发现两人死亡， 另96人生

死不明。” 一架直升机和两艘急救艇眼下

在出事水域搜救失踪人员。

独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