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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招聘
广告业务员、客服专员、兼职代
办员， 有兴趣、 能胜任者请拨
84464801、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台球、电玩城转让
台球城、五一大道 635号 18274999288
电玩城、解放西路 360号 13142077888

聘超市关系
超市必备，三方受益。 热线：15616188998

2012年研究生保过
考前辅导，调剂录取 82024548太原酒厂招商

国营酒厂，中华老字号“晋泉牌”高
粱酒，62年首次跨越长江，诚邀湖南
县市级代理商，咨询：1380737799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票 务

医 疗

信誉快贷咨询
3 千-50 万长沙人凭身份证当即
放款,无抵押银行利息。 识字岭同
发和一 1502室 18774968450

短期借贷咨询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借,当即
下款,无需抵押,银行利息,芙
蓉公馆 1215室 14789750901

无论你是学生、主妇……，互联网时
代可让你足不出户，“零” 投资在家
赚足钱！ 我公司货源足，代发货！
0755-25258992 QQ：1449061507

网店 www.9k9w.com招商

足不出户 月挣万元
提供加值电话声讯平台招加盟户，有
无文化都会操作日可获利 600 元以
上， 按日结算。 上海红达通讯集团
021-51930676、18621300709李经理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搬家 回收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诚
聘
司
机

婚情商情取证、寻人查址
手机调查 18270577701调查

玩普通扑克庄闲通杀。 高桥
胜者牌具 13607494630

合顾刑 18684696348
同问事 www.96348.cc万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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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凯尊投资
企业各类项目投资（房地产、制
造业、矿业、农业、在建项目等）
区域不限，诚信高效，无前期费用。
诚聘各地区代理提供优质项目。
025-83708298 15850516520
网址： www.njkztz.com 南京市
丹凤街 19号恒基中心 A 座 309

贷款咨询
正规无抵押小额贷款（十万元内），
当面签约放款。 15221443788张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工商代办 82147786

理财 代办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招生 招聘

全 省 招 商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数
控学徒、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在家上班 轻松创业
外发纯手工加工业务， 免费提
供材料和工具上门收货付款单
位家庭个人均可接产。 编辑详
细地址姓名和邮编免费寄资料
13240766668www.cchoh.com

早期教育指导师： 早教幼教社会人士
的国家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

臻藏世家高薪诚聘
诚聘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
可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9883

泸州老窖股份公司
福临祥酒诚招各地经销商、区
域经理 013982763630周经理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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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 乐 设 备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
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
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望远飞针麻将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 无须
控色、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操作自如，万无一失”，傻瓜
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胡
牌！ 另售各类高科技娱乐用
品，订做各种镜头、扑克、麻将、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长沙车站北路万象新天 3栋 2405房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牌圣牌具 13873193166
租
售扑克牌九斗牛分析仪
批高清隐形博士伦变牌器多功能一体
麻将机。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407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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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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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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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福投资
自有资金 低息借款

各类企业、项目借款：房地产、
电站、矿产、学校、农林业、养殖
新建项目等。 028—68000198

湘菜师一名善火香干锅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聘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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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富新产品
捕鱼机 捕猎机， 将你详细地
址、 姓名发到 15899557116 即
免费寄资料和捕捉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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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缝纫加工
电话：13507320950

扑克庄闲通杀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普通扑克实战包赢，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诚信快速贷款
个人中小型企业、农业种植养殖
业、 教育及医疗等项目低息放
款，无抵押担保，手续简便快捷。
18626211356、0512-82191289 李强

家 教

转让 出租

600m2 台球会所优转
2 张斯诺克，13 张美标附赛车等游艺
设备，大学附近，客源稳定，因资金周
转现折价转让 13549666777 另宵夜
厨房 8万优转，可摆 30桌，一年免租

皮肤专科产品厂家招商
河北皮肤病研究所研制， 治疗痤
疮、黄褐斑、各种皮炎湿疹癣等“博
禾”系列产品诚招专科合作、代理商、加
盟商。 网址： www.hb-boon.com
QQ:925666155 T：15128146485

神童父奇才课
上春晚早教、签约中高考、考哈佛
英语、音标拼音 1日成 89799919

仪器治疗费每侧 100元

痔疮
韩式微创专治

包皮包茎
0731-82258120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手术费优惠 50%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高科技清除仪一次性告别

腋臭
大型肛肠综合治疗仪专治

仪器治疗费 180元

元元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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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门面低价转让
新建路交韶山路附近 50m2、 湘春
路妇幼附近 60m2。 18674892832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27494255发票咨询

9月28日-10月9日，国庆好戏看苏宁
———苏宁电器 2011国庆黄金周特卖会全面开启

9 月 23 日，湖南苏宁倾力打造团购盛宴，38 家门
店举力齐发，为三湘消费者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购物
体验。 此次团购活动最大的亮点，是一套总价值 5150
元的预定券。所有预存券以及现金卡均在明码标价基
础上，直接抵现。团购当天，一位前来苏宁五一店购物
的王先生告诉笔者，因为十一选择出游，所以提前购
买了一款 40 寸合资液晶彩电， 在苏宁优惠价格基础
上，还进行了预定券抵现，如此一来，发现比其他卖场
便宜了 400 多。 这样的优惠力度显然是以往不能比
的。 同时这位王先生还表示，苏宁的优惠力度会一直
持续到 10 月 9 日， 自己特意推荐了另外几位朋友也
前来购物，享受优惠！

本周，应消费者需求，苏宁电器继续开闸放价，还
可以继续进行预存活动，通讯、数码、电脑都将加入活
动，预存 20 元得 200 元；彩电、冰洗、空调、厨卫，预存
60 元得 2000 元，与以往相比最高降幅达 30%。长沙地
区地级市消费者可前往各门店进行咨询及预定特别
提醒：只有预定才能让价！

凭借各方面优势， 苏宁电器与全球主流上游品牌
厂商建立了良好互惠的战略合作关系，此次共同携手
打造史无前例的优惠盛宴，5000 万国庆黄金周消费券
全面发放。即日起至 9月 30日 16:00，全省消费者可免
费申领一套价值为 600 元的消费券，购买家电时可以
在成交价基础上直降。为带给消费者更大的惊喜，9月
30 日全省超级团购，届时，全省 39 家门店开闸让利，
价格、礼品一步到位。 另长沙苏宁五一店、步行街店、
东塘店、麓山店、万家丽路店买电器达 2000元以上，就
有机会参与抽奖。 Iphone5，Itouch精彩呈献！

一名苏宁电器销售人员告诉笔者：“此次苏宁推
出的提前过十一，天天返券，天天直降，天天有好礼！
苏宁此时推出的价保也将承诺顾客以最优惠的价格
购买家电。 ”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全景天窗”的价
值，天窗成为时尚的选择。

第八代索纳塔新增的两款车型将诸多高端配
置集于一身。 这些高科技配置在其它同级车型上
很少同时搭载，尤其是全景天窗在 20 万元以下区
间鲜见， 奢侈的科技配置是第八代索纳塔最大的
竞争优势之一。

笔者从湖南华运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湖
南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增的第八代
索纳塔 2.0GLX�AT 装载了全景天窗， 让尊贵体验来
得更直观强烈。 天窗采用前后两段式结构，前天窗横

拉和上翘两种打开模式，在开启的时候，前后遮光板
向中间移动，使用的时候灵活便捷。 2.0GLX�AT 两款
新车型搭载的智能迎宾灯光系统、一键启动等舒适配
置，使驾驶者尊崇之感油然而生；主动式 ECO 经济驾
驶模式提醒等便利配置，使驾驶更加从容自如。

当驾驶者携带智能钥匙靠近车辆时， 第八代索
纳塔前大灯、尾灯、折叠后视镜、后视镜照地灯、室内
灯能够自动开启， 这种尖端智能的人车交流能够带
给驾驶者愉悦心情，彰显驾驶者品位。 当驾驶者携带
智能遥控钥匙，走近第八代索纳塔，无需掏出钥匙，
按一下车把手上的黑色按钮，车门就会自动解锁，进
入车内踩下刹车踏板， 启动按钮即可轻松启动发动
机。 这项配置既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驾驶享受，又体
现时尚品位。

第八代索纳塔也搭载完备的主动安全配置，包括
ABS+EBD�+ESP 车身电子稳定程序、双预紧安全带、
TPMS 胎压监测、HAC 上坡辅助、ESS 紧急刹车提醒
等等。 搭载的被动安全配置包括 6 安全气囊、主动式
安全头枕、双预紧安全带等，全方位保障驾乘者安全。
第八代索纳塔搭载的 HAC 上坡辅助系统能够自动判
断车辆是否处于坡起状态，并可暂时对四个车轮施加
制动以阻止车辆下滑，帮助驾驶员轻松起步，避免坡
起时“溜车”。

通程电器
“十一”黄金特惠大典即将全省上演

全品类家电超低价格强势登场、10 亿促销资源集
中投市、专业服务全员上阵。 通程电器酝酿已久的十
一黄金大典即将隆重上演。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刘伟介绍，为了备战“十一”市
场，早在 8 月初，通程电器就开始着手准备。 这个“十
一”，就准备了近 10 亿元的优惠商品，其中有不少是
通程电器现金买断的新品和特价、特供商品，湖南消
费者将在国庆期间享受到史无前例的让利。 届时，让
利幅度平均达 20%，最高降幅达 40%。

以集团优势普惠三湘

作为多业态发展的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商业公司， 通程电器集团优势就将得到充分发
挥。“十一”期间，消费者在通程电器、通程百货、通程
万惠超市单件购物满指定金额，就可参与抽奖，最高
将享受价值 4999 元通程集团商务卡。据悉，该商务卡
可在全省近百家通程集团旗下电器、百货、超市、酒店
进行消费。

9 月 30日 ，史上最大规模团购宴

为了便利“十一” 期间外出游玩的市民，9 月 30
日下午 2 点至 8 点，通程电器将聚全省之优势资源，
在 44 家门店同步启动团购盛宴，提前打响“十一”优
惠战。

据了解， 此次团购宴的让利幅度将大大超过以

往的团购活动。仅在单品上，就有千款特价商品的巅
峰让利，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如：1.5P 冷
暖挂机 1788 元限量售卖，5 公斤波轮海尔洗衣机以
旧换新价惊爆价 809 元，539 立升海尔双开门冰箱
以旧换新价仅 3399 元，10L 迅达强排恒温热水器低
至 1399 元。

五星服务真省心

国庆期间购物人群的集中性， 不免让部分市
民担心服务不周到。10 月 1 日起，通程电器将以实
际行动，让全省消费者买得顺心、买得放心。 活动
期间，消费者在通程电器购物可享受 30 天内保价
承诺，即在 30 天保价期内，如遇同品牌同型号商
品调价，可享受差价补偿。 同时，还将有全省免费
送货的承诺。

FUV 逸致：五座七座因需而择

金秋十月，正值车市“金九银十”旺季,众多车企
也是抓住这个契机大展身手。 相比其他车企以价格、
配置等为亮点来吸引顾客，广汽丰田逸致则针对消费
者对座位数的不同需求推出多款车型，受到了消费者
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广汽丰田坤宝天心店市场负责人龙经理介绍：
“国庆黄金周期间， 很多消费者就是奔着逸致这款全
新车型而来的。它是国内首款 FUV 时尚多功能车，拥
有 1.6L、1.8L、2.0L 三种排量共计 6 款车型，分 5 座和
7 座两个版本。 其中 1.6L 和 1.8L 排量的四款车型为
五座版，1.8L 顶配版和 2.0L 排量的两款车型为七座
版。 ”据了解，逸致是根据中高级车标准打造的车型，
它拥有超越不少中高级车的超长轴距 2780mm。 这使
得逸致在空间设计和利用方面，无论是五座版还是七
座版，都能确保宽大的乘坐空间，提供最为舒适的驾
乘感受。

无论是五座版，还是七座版，逸致都是一款均衡
性车型，能满足消费者“家用、休旅、商务接待”等多
方面的用车需求。 据悉，除了外观时尚动感、内饰高
档、车内空间宽敞多变、动力充沛之外，逸致五座、七
座车型都拥有许多高级的安全配置.另外，逸致全系
采用丰田独有的 GOA 车身，180G 以上等级车型更
是配置了包括“窗帘式空气囊”在内的 7 个空气囊。
不论是商用还是家用， 这些高级的安全配置都能像
一个贴身保镖一样， 为车内乘员的出行全程保驾护
航。

此外，七座版逸致还增加了“定速巡航、倒车影像
系统、智能钥匙、语音导航”等高科技配置，让消费者
倍感尊贵。 从逸致上市热销的局面来看，两种座位数
的设计，也得到了众多车主们的认可，这是一个 1+1
大于 2 的效应。随着“4+2+1”、“2+2+1”家庭结构特征
的日益明显，多种座位数设计，应对不同情境需求，将
是汽车制造业的一大趋势。

享受自然之美，快来滴翠山庄

夏去秋来，又逢国庆长假，快和自然来个热烈拥
抱吧！

国庆长假，滴翠山庄推出“自然”三招，让你快乐、
开心、惬意过国庆！

第一招：享受自然，亲手洗摘清香红提

50 亩种植基地，10 月特荐晚熟品种， 更甜更清
香。 家庭几个一起采摘，享受天伦之趣、获采之乐。

第二招：融入自然，狩猎纯野性七彩山鸡

山庄内引进珍禽特种养殖，孔雀、七彩山鸡、贵妃
鸡、绿壳蛋鸡等多种高营养珍禽，纯野生野养，野性十
足，弓弩射猎、网捕等，并推出“5 分钟无偿抓”互动，让
您和您家人欢笑不断，既可锻炼身体，又可得到美味。

第三招：亲近自然，捕获内陆唯一淡水基围虾

山庄内引进湖南农大试验成功的淡水基围虾，高
蛋白、无公害，上岸即可品尝美味，可钓可诱，为大家
奉献笑意盎然的垂钓之乐。

预订热线：0731-88106666����0731-88377777��
�������来园路线：请您到汽车西站，走 319 国道往宁乡
方向行 9.5 公里（其中沿途经过涉外经济学院、一师
范、雷锋镇、电子科技学院再往前开 1 公里）即可到达
滴翠山庄！

新化梅山龙宫：蚩尤故里探秘观古

梅山龙宫是一个大型溶洞群，有九层洞穴，探明
长度 2870 余米，已开发游览路线 1896 米，其中包括
长 466 米世界罕见的神秘地下河。

峡谷云天绝世景象， 其上下高达 80 米的层楼空
间结构，规模宏大，布局天成。 底端是一巧妙天成的
瑶池。 池底水平如镜，池的一侧是一座自然形成的拦
水坝。 鹅管和钟乳石倒映在水中，上下映照。 她离奇
多变的光彩、五彩缤纷的颜色、千姿百态的形态，加
上水滴池面、洞中回声的天籁之音，形成了令人如痴
如醉的美景。

梅山龙宫所在地新化县有许多独特的历史遗迹
和地上文物。 有历史遗迹“蚩尤屋场”、“蚩尤庙”、“蚩
尤碑”， 有列入国家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
名录的紫鹊界秦人梯田， 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
塔，文昌塔，杨氏宗祠，有罗氏宗祠、青龙寺、云霄殿、
贞节牌坊等。

梅山文化中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演表演艺
术，如用九种乐器合奏的九腔锣鼓、三棒骨、地花鼓、
彩莲船、踩高跷、蚌壳舞、老汉背妻、蝴蝶戏梅、抬双
杠、莲花闹、送春牛、送财神、唱土地、耍毛狮等。

此外，梅山龙宫武术历史悠久，新化县被评为“全国
武术之乡”。“梅山武术”极具地方特色，它多姿多彩，朴实
无华，又简捷实用，是中华武术典藏中的奇丽瑰宝。

有天窗更给力
探究第八代索纳塔新上市车型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