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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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搬家搬货 移空调

蚂蚁

85710002

搬 家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工商代办 82147786

拿驾照，可经权威部

门查验 13967030272

轻轻松松

湘菜湘小吃快餐厨师一名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

聘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

工、焊工、油漆工、叉车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读卫校找康星

www.mdls88.com电话 0731-84116028

高中毕业学海员海乘

15万年薪 0731-8815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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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考自考在职研究生

考试免费培训通过率高 1378721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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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炒股 85822242

免费为客户提供个股咨询、分析

招生 招聘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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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快取：学历会计职称教

师建筑医卫 13332516331

资格证

小酒吧低价转让

（带 KTV包厢）1397517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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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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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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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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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治疗费 180元

痔疮

0731-82258120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微创治疗一次性告别

腋臭

仪器治疗费每侧 100元

肛肠综合治疗仪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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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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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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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代办 82284857

免抵押 放款快

18674852067

贷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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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819106635

银丰贷款

理财 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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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寻合作伙伴

来料加工：手工缝纫护士服 18元／

件，加工木制品：木盘底 240元／套

（先付预付款）另加工冲压件

江苏镇江汇源进出口 0511-852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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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上海建冶集团 网址：china-shjy.com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 /石料生产线

021-50325201/5203/5205

销售

电话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1、韩国：4年总费用 10万元，多为重点大学。

2、加拿大：SPP计划，总费用 15万元，保就业移民。

3、英国：一年预科直升本科，双录取，转学分。

4、美国：全是中西部公立大学，4年总费用 30万元。

高考不如意 10万能留学

58所海外大学在华招生

电话：400-6185687 010-51296959

网址： www.httxzg.com

报名：北京汉通国际预科学院中关村校区

面向全国招生，高考成绩供参考，面试录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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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千王

最新独家开发（澳门化学变牌）麻将

机不用安装程序一人胜三家。普通扑

克麻将一摸即变，玩斗牛、金花、三公、

对子、庄闲绝杀，百人围观无破绽。 任

何人均可学会（不 会 不 收 费）。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栋 1405房

1521103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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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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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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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武安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4807203013，声明作废。

胡东波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19620322101X，声明作废。

刘小诚 43230119700926256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黄国胜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22196306213633，声明作废。

公 告

“天下凡大事，必有湖南人！”

“免费午餐”活动背后的湖南人群像扫描

邓飞：请听我念一份感谢名单

免费午餐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他一直为免费午餐奔走，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作为免费午

餐基金管理团队代表上台演讲， 邓飞无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邓飞在演讲中提到，“没有大家的帮助， 就不可能有免费午餐，请

听我念一份长长的感谢名单。”于是，这位来自湖南的汉子开始饱

含深情地一一念及。

浮石：最让我激动的一场拍卖

畅销书《青瓷》作者、著名作家

担任此次免费午餐爱心拍卖的拍卖师， 浮石诙谐幽默地说，

“在微博上看到免费午餐征集一位拍卖师，我第一个报了名，所以

可以叫作中国拍卖第一人，第一个报名的人。”在他的调控下，五

件拍品全部拍卖成功。“这也是我最激动的一场拍卖。”

王拥娴：我想这也是一种缘份

《尊品》杂志首席执行官

“几年前在我组织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上， 我们拍卖了黄永玉

的书法作品‘你每善行，佛必照应’，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今天很

幸运能拍下这幅《心经》，我想这也是一种缘份，佛缘、善缘。”王拥

娴以十万一千元拍下释印正大师的书法作品后表示。

肖隆君：这是我最关注的项目

中国福基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免费午餐感动了我，也是我最关注的公益项目。”身兼十几

个公益项目基金负责人的肖隆君， 对免费午餐倾注了最大的热

情。当听说新晃县政府将提供一元钱餐费支持免费午餐，他连夜

赶到湖南，和当地政府签署协议。

王燕：需要我，一定不遗余力

湖南卫视主持人

“免费午餐淘宝店发布会在杭州万豪举行， 正纳闷怎么在这

么好的酒店里，最后才知道，原来和我们的一样是赞助呢。”当王

燕的这条微博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微博墙上时，观众会心地笑

了。“以后免费午餐有活动需要我的话，我一定不遗余力地支持。”

杨博智：湖南人理应出一份力

免费午餐联合发起人、基金管委会副秘书长，华声副总编

杨博智带领他的团队，将湖南的项目做得扎实有效，得到了

中国福基会的高度肯定，福基会并因此在湖南开设第一个省级项

目协调办公室。在他的努力下，湖南已经开通五所学校免费午餐。

“湖南人理应为湖南孩子的福利出一份力。”

胡益华：能帮助到孩子就很快乐

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免费午餐提供了全程志愿法律顾问服务的胡益华律师，

同样是湖南人，“铁肩担道义”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公益律师。今

年年初， 他参与了好友邓飞的免费午餐，“一想到我的工作能帮

助到孩子们就很快乐，免费午餐是我最开心的法律顾问业务。”

7月14日上午，湖南、贵州、广东、四川、甘肃、新疆等地媒体同仁聚集在杭州，交流

各省在执行免费午餐的过程中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为免费午餐全国的推广提供好

的样本。今年9月，免费午餐将走进甘肃、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

这场轰轰烈烈的免费午餐计划启动至今，每一个环节都活跃着湖南人的身影。我

们理应记住他们为免费午餐做出的努力，这里撷选出其中几位做一个素描，以此记录

免费午餐背后的湖南人群像。

■记者 王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