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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怡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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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3142296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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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顾刑 18684696348
同问事 www.96348.cc万和律师

婚情商情取证、寻人查址
手机调查 18270577701调查

律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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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调查
查话单、查短信、手机定位。
0371-53730131 13938443187

招生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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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湘菜师一名善火香干锅
北京某大学。 13439777790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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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超市关系
超市必备，三方受益。 热线：1561618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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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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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各种正规发票
13627494255发票咨询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胜者牌具
最新顶级尖端娱乐产品。 高桥

13607494630

便利小房招租
左家塘高档小区内有便利小房
出租，设施全、环境好，谢绝中
介。 13975137281（唐）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转让 出租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搬家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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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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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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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 代办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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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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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售牌具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斗牛金花三公庄闲通
杀，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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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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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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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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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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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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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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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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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友 声讯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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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家 教

工业物资 干洗设备

扑克机、跑胡子机
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0731-89856128

鬼手三哥
纯手法无需道具普通牌开牌即变，
不多牌不重复无任何破绽，顶级手
法独门牌具免费演示 15974254388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家的味道是您亲手做的菜肴，传
统男 54 岁，丧偶多年，经商收入
可观，为人朴实，寻一位重情，有
母爱的女士为伴 13549411136

《诚心聘缘》 韩静女 29 岁 1.65 米
温柔大方高雅有爱心现寻健康有
缘男圆我美好心愿 15879358398

温柔女阿兰 30 岁丰满靓丽体贴有
爱心经济优特寻品正健康男圆我
美好心愿有缘助发展 18801863846

女慧珍 29岁 1.65靓丽多姿，寻体
健男圆我心愿 13799418220亲谈

少儿玩乐数学
5 岁以上幼小学生游戏中学，速
算智能等全面跃进 89799919

河西浩帝牌具 13207425555
批精品分析仪高清透视变牌器多
功能麻将机。 湾镇枫林宾馆旁氵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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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疗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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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机
报牌仪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镜、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1346767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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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师生、上门辅导
82545092湖大师大家教

男 49岁丧偶独居自营企业找善良
贤淑顾家女士为伴 13418559882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 退伍军人现经商
身体素质好，喜欢运动，我理 想
中的另一半是温柔体贴善解人
意的女士 13510287135亲谈

她 40丧自办公司独住觅地域
不限重情实在男 15574846589

女 38离 1.6宽房经商征地域
不限真心成家男 13187318525

男 58离 1.71公务员独居车房
全征贤惠成家女 13308451267

浪漫交友择偶 82526566
有批优秀男女能征婚交友应酬

公 告

瑞典皇家科学院5日宣布，将2011年诺贝
尔化学奖授予准晶体的发现者以色列科学家
达尼埃尔·谢赫特曼。

达尼埃尔·谢赫特曼1941年出生于以色列
的特拉维夫， 现为以色列工学院工程材料系教
授。谢赫特曼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了具有准
晶体结构的合金， 在晶体学研究领域和相关学
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目前，准晶体的相关研究
成果已被应用到材料学、生物学等多种领域。今
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
146万美元），由谢赫特曼一人独享。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说，获奖者
的发现改变了科学家对固体物质结构的认识。

5日上午11时45分许，位于南京江北的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5号高炉在淘汰
停炉过程中发生铁水外流事故， 造成11人死
亡；1人失踪，正在搜寻中；1人受伤，没有生命
危险。当班操作工和维修工共有13人。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南京市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要求严查事故原因，并在全省范围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据初步调查， 事故主要原因是在淘汰5号
炉的准备过程中， 炉中剩余铁水击穿炉壁流
出，高温铁水形成气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救援人员对5号
炉进行大量喷水降温， 并对现场进行细致搜
索。 截至20时， 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1人受
伤，另有1名失踪人员仍在搜索中。

目前，江苏省已成立了由安监、公安、工
会、 监察和检察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
死者和失踪人员家属， 也已成立了12个善后
接待小组。 ■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10月5日晨1点， 万众瞩目的苹果新
品发布会在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总部举行。 令人
期待的iPhone5手机没能面世， 而最新推出的i-
Phone4S只是在部分性能上有所提高。 市场和果
粉都大失所望。

与之前人们期待的iPhone5不同，苹果此次推
出的iPhone4S只是提高了部分性能， 而没有革命
性的变化。相比前一代，iPhone4S最大的改进是引
入了iPad2使用的A5双核处理器， 令iPhone也步
入了“双核时代”。

外形上，iPhone4S完全沿用了前一代的外壳，
三围指标无丝毫变化。 ■据法制晚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
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
好的。 我们既要看到来之不易的好形势， 坚定信
心，又要认真对待、及时研究解决面临的问题，坚
持不懈地努力，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温家宝强调，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全局和
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一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
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 二要明确将小
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 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
供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大力整顿
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
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
链断裂问题。 ■据新华社

2011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4日上午宣布， 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三名天体物理

学家获得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因超新星的研究而对宇宙学
的贡献。

这三位科学家分别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索尔·佩尔马特，
出生于美国而拥有美、 澳双重国籍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莱恩·施密
特，以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亚当·里斯。

2011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3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博伊特勒（前译巴特勒）、生于卢森堡的法
国籍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以及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以表彰他们
在免疫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新华社

铁水击穿炉壁，致11人死
事发南钢炼铁厂，另有1人失踪1人受伤

发现准晶体让他独揽诺贝尔化学奖
以色列科学家的发现改变了对固体物质结构的认识

10月5日，南京钢铁集团炼铁厂，救援人员在处理事故现场。

温家宝考察浙江：
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苹果新品发布会举行

没有iPhone5，只有翻新苹果

联合国安理会4日就法国、英国等提交的叙利
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中国反对，印
度、南非、巴西、黎巴嫩弃权，法国、英国、德国、葡
萄牙、美国等赞成，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表决后作了解
释性发言。 李保东强调，4日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
一味对叙利亚施压甚至威胁使用制裁， 不利于叙
利亚局势走向缓和。因此，中国对这一决议草案投
了反对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