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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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工业物资 干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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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批高清博士伦眼镜麻将变牌器等；
另加工任何打点牌。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爱心驿站婚友
女 34 东北妹离孩对方销售尖才经济
优厚独住房美貌好身材 13469453938
女 48 离私营主有房有车有门面温柔
贤惠知书达理征 58下男 18274806324
男 43 离未育公司高管房车齐稳重踏实
好性格，征地域婚否不限女 86734161
男 49 离女独立私企老总名车豪宅朴
实厚道人性随和征持家女 15111233789
交友女 35 经商媚娘曼妙风姿靓车宽
房不想婚约觅情感知音 15084962327
交友富姐 40 离无孩私营性感迷人独
住宽房交有情趣浪漫男 1877493713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工商代办 82147786

工商代办 82284857
提供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
息 2分 13588080095朱湘诚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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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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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咨询
办理贷款， 方便快捷， 款中扣
息，当面办理。 18774988559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无低押免担保利息低当
日放款 18770852911 杨快速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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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英伦公鸡品牌
时尚休闲服饰，现隆重
登陆中国市场，诚招各

省市代理经销商加盟合作。
4000-922-898 1892681452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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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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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最新版单人分析宽范围乱
丢乱放桌面不放东西纯傻瓜式
操作适合斗牛金花三公二张等
全国玩法。 专业上门安装四口
机程序。售高档博士伦眼镜、变
牌扫描等系列。 免费赠送澳门
变牌产品一套，授最新牌技。
长沙 银 河 大 酒 店 1468 房

1397313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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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 纯手法如
意发大牌无道具普通扑克开牌即变，斗牛金
花庄闲通杀，免费演示顶极手法独门牌具。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教育街省教育厅博士数理
化全科辅导 13975108402天成家教

年轮骨科医院集团

大型招聘会：院长、妇产科医生、
男科医生、五官科医生、口腔科
医生、内科、外科、急诊科、检验
医生、药房医师、手术医生、住院
部医生、护士长、护士、收费员。
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766 号中
天广场行政公馆 19 楼。 电话：
84812810 面试时间：2011
年 11月 12日上午 9点到 17点

望城仁爱医院

晋升指导
13787219491医学高级职称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万顺88884567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蚂蚁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搬家 回收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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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牌具 13142053388
租售扑克字牌分析仪（可分期付款），批白
光眼镜，神奇变牌仪，程序麻将机，传授实
战牌技，长沙火车站华海 3CB栋 1013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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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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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金银冠通投资
企业、个人各类项目投资融资贷款
担保：矿业、水电站、房地产、交通、
农林、养殖、新建项目、在建工程等
（区域不限） jgyt.ebdoor.com
028 -68000081、81307785 成都市
青龙街 27好铂金大厦二幢 11楼

电玩城台球房优转
五一商圈电玩城台球房优转
电话：13142077888 18274999288

转让 出租

大型厂房仓库优租
水电齐全 13907492898

迅融投资
1、企业、个人可免抵押、区域不
限。 2、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
矿产、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商
铺在建工程等各类项目。 [不成
功不收费]。 028-68000088

普通扑克如 3 变 A 小牌变大牌庄闲
绝杀，百人围观无破绽，麻将一摸即变
任意变化不偷不换代替老套偷换千
术，不会不收费。售未上市扑克麻将娱
乐高科技产品。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座 1405。 T:13467668666刘

澳门千王 老
字
号

全套冰淇淋设备转让
联系电话：18607316611周先生

山东青岛啤酒招商
电话：15974244926 邹先生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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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体内衣免费加盟
100%退换货！ 100%结业回购！ 15388906330

财团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专业从事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在建、扩建
项目均可，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83453179 18251835266

宁浙投资
江浙地区民间资金投资合作
诚招省市区业务代理待遇丰厚
电话：025-86966702 025-66615986

早期教育指导师：早教幼教国家
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培训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河西 130平方超市转让
岳麓区政府对面临街 15874812413

外贸加工
服装、车床、冲压件、木竹制品、橡胶
制品加工， 预付款 30% 江苏镇江市
中山西路 59号 15189186244 唐经理

致富机
超声波捕鱼机激光捕猎机:捕各
种动物。 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地
址发到 13500076083 即免费寄
资料捕捉光碟 0668-2518896

注销公告
望城县建辉肉食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望城区白箬铺乡，联系人：邹建
电话 13908474096

遗失声明
长沙市正直机械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核
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
号：J5510000156901，声明作废。

婚 介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雅博医学科技服
务部遗失长沙市岳麓区地方税
务局 2006 年 11 月核发的税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
4302045110062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湖南天辰通信有限责任
公司因财务人员调动频繁，遗失
行政公章和法人私章（李文强）
各壹枚，现启用新的行政公章和
法人私章（苗海鹰），特此声明。

租售扑克字牌、斗牛分析仪

超值预定打头阵诚信才是硬道理
———贺通程电器十周年庆典

本周末，通程电器十周年庆典就将开启。 今
天，发送短信提前获优惠的活动已火爆展开！ 今
日内，只要发送短信“我要抢通程电器十周年庆
典券”内容至 10690159445577，就可兑换 100 元
全场通用现金券，12 日、13 日，凭该券购彩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抽油烟机、灶具、消毒柜、热水
器、智能手机、照摄、电脑，均可在最低成交价基
础上，等值冲抵购物款，全场无任何限制，特价商
品均可使用。

活动期间， 每个手机号码限成功参与一次
活动，每日 2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众所周知，通
程电器的预定活动最为实在，因为它可以与其他
优惠活动重复参加，可谓含金量十足。

通程电器全省 44 家门店同步举办的十年
大庆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相信广大消费者
已经屏住呼吸，期待着一席极具震撼力的饕餮酬
宾盛宴呈现在眼前！
50件“古董家电”，将获最高 1000元回购金

借此十周年庆典之际，通程电器还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老家电回收”的活动。本次老家电回
购主要针对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电
饭锅、电风扇、电吹风、收音机、照相机十大种类。
凡 2003年以前在通程电器（含原东塘百货大楼、
西城百货大楼）购买，现使用情况良好，且留有购
物发票，就可在 22日之前，拨打通程电器客服中
心热线 4006-365-980，报名参赛。 一经确定参赛
资格，通程电器将派专人上门拍照。 最终评定的
50 件“古董”家电，通程电器将进行全额回购，最
高回购金额将达 1000元。

舜华山茶油鸭获第九届农交会金奖
第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传出喜讯，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参展的山
茶油鸭喜获金奖，这也是全国麻鸭产业唯一获此
最高奖项的生产企业。此次会议是经国务院批准
的国内规格最高、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国家级农
业盛会。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农业部部长韩长
赋及各国农业部长、 驻华使节等出席了此次大
会。包括美国在内的 15个国家 2000多家企业现
场参展。

山茶油鸭是舜华鸭业公司独家开发的鸭类
产品，选用珠江源头、舜峰山涧、武水溪野外放的
纯种临武鸭为主要原料，精选南岭山脉中的野生
油茶树果，用物理压榨法精榨而成的山茶油为烹
调油，加入临武辣椒，采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结
合传统生产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山茶油鸭以醇
厚的山茶油香和辣爽的口感备受市民青睐，在农
交会掀起了一轮抢购狂潮。

山茶油鸭荣获金奖，跟生产企业———舜华鸭
业公司一直以来注重质量和创新是分不开的。名
在质量，利在创新是该企业的经营理念，为了保
证产品质量，舜华鸭业公司始终以最好的品质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始终贯
彻国家食品安全法，绝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等不利

于人体健康的物资， 为确保公司产品质量安全，
企业从源头抓起， 承担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始
终用品质最好的临武鸭为原料，鸭子全部自己养
殖；鸭子加工所用的茶油，公司直接收购茶籽，自
己建加工厂压榨加工；所用的辣椒定点在临武县
大冲乡种植，委托配套企业小徐瓜瓜加工。“此次
获奖完全在意料之中。 ”舜华鸭业公司董事长胡
建文在记者问到为什么能够获此大奖时他的回
答显得胸有成竹。

本周，苏宁电器“大牌来了”
据悉， 国内家电连锁领军企业———苏宁电

器将联合全球各大家电品牌， 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召开： 苏宁总部基地启用暨战略发展供应
商通报会，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品牌促
销盛惠， 届时各大品牌海量特惠产品和上百款
首销新品将悉数登场， 为消费者打造一场品牌
促销盛会。
全球品牌重磅联袂 内购会优惠史无前例

笔者从湖南苏宁电器了解到，应总部指导湖
南苏宁 38家门店将同步启动全球领袖品牌峰惠
月。 针对此次全品类岁末促销大惠，苏宁早于一
个月前就已经开始陆续和各大家电厂商洽谈，签
订数十亿元采购大单，确保了此次家电促销大惠
期间的货源及价格优势。其中不乏夏普、三星、海
尔、美的、西门子、飞利浦、先锋、伊莱克斯、惠而
浦等国际国内著名品牌。

11 月 11 日 16:00，苏宁特携手惠而浦空调、
新科空调、海尔冰洗、老板厨卫、万家乐厨卫举办
“大品牌专场内购会”， 全面释放工厂直销价，疯
狂直降 6小时。惠而浦空调返现优惠 15-20%，新
科空调工厂直销价，力度空前优惠 10-20%，海尔
冰洗全场疯狂让利 8.5 折起。 届时，将有很多优
惠等你来享！
总经理现场签售会 价格一降再降

11月 12日苏宁电器五一广场店 10:00-12:00，
东塘店 14:30-16:30将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操作彩
电、冰洗、厨卫等 3个品类的品牌签售活动。届时，
知名品牌的总经理将亲临现场，参与签售。消费者
在活动现场凭签售卡即可享受购机直降的优惠，
享受 100-500 元额外直降，32 寸液晶彩电抽奖、
大礼包一份。
5千万全球大品牌联合直降券全面发放

还没有在苏宁门店申领一套价值为 600 元
的直降券的消费者注意啦!今天可是最后申领期
限了，此券可以在 10日 -20日使用，可在成交价
基础上直降！ 也可与其他活动同时参加，参与品
牌之广创历史之最！

另外，笔者了解到从本周开始，抢在以旧换
新政策到期之前， 苏宁电器将在全国各大门店，
同步推出双重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彩电除可享
受到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外，还可享受苏宁电器提
供的独家专项补贴。

峨眉山 5D 旅游满足您的五大感官
秋季的峨眉山，霜叶似火，层林尽染，片片火

红的枫叶，深邃幽蓝的天空，金黄色的万亩原始
森林，山水云天，交相辉映。沐浴在一片金黄黛绿
中，人就好像浸水的宣纸一样，舒展开来！所有浓
烈的色块一层层晕染开了， 铺陈在群山之上，无
论从什么角度看去都是绝美的画卷。 天高云淡、
山水云天、彩林秋月，美不胜收！

经历了炎炎夏日，正该给自己找个可以大口
呼吸，舒展筋骨、饕餮美食的地方。峨眉山的彩林
是静的，也是动的。山风滤过层林，林中生灵的声
响响在耳畔，让人从人造的樊笼中解脱，真正感
受自己作为自然的一份子的存在。对于生活在都
市中以忙为常态，以累为标志的现代人感受到一
种久违的放松和自由。彩林在风的轻抚下仿佛浸
润在水中的水墨油彩， 就那么荡开来晕开来，连
山中的溪流都欢快的伴奏。感觉整个人都沉浸中
水中了。 确实，温度适宜，气候湿润，难怪这里的
女孩子皮肤那么好。

说到水， 峨眉山独有的森林氡温泉可是一
绝，丰富的鱼疗、泥疗、桑拿、户外漂流、造浪池、
室内儿童游乐池、 温泉 SPA 等大型温泉游乐设
施都充分利用了温泉的活力，让身心走出现代生
活的围堵，享受平和。 目前峨眉山景区已经建成
了灵秀温泉，红珠温泉和瑜伽温泉三大氡温泉娱
乐区，且风格特色都不一样哦！

美食也是峨眉山吸引人的所在，食色性也，
美食和美色总能吸引人，一个地方要死有一款简
单的美味能打动人心， 一定会让人恋恋不舍、名
声在外。豆花、腊肉、烧鸡公是峨眉山最具代表性
的三样农家美食，峨眉雪魔芋、峨眉雪芽、峨眉山
雪花笋是游客最喜爱的土特产， 三个代表摆上
桌，食指大动食味酣，唯有亲自品尝，才知其中真
味。最难得是峨眉山上的食材都是农家自种和养
殖的，绝对天然，想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赶紧拖
家带口来峨眉吧！（供稿：张仪）

咨询电话：87965815���联系人：李小姐
推荐线路：湖南宝中旅游成都、乐山、峨眉山

双飞四日铂金游，散客天天发团，带您领略峨眉
秋色。

暴折暴扣国美年度盛宴
近日，从湖南国美方面传来消息：本月 12 日

至 20 日，其将举办一场 2011 年年度终极优惠的
折扣“汇”。 据了解，国美将端出历年折扣汇里最
为丰厚的家电大餐，上千万台的特价机全面开闸
泄洪，将是星城家电入市以来的巅峰之作，非常
值得期待！
大打折扣牌 旺市热销 小家电六折起

据湖南国美电器业务总监姜菲介绍： 国美、
厂商持各类资源胜利会师周年庆，湖南国美与近
百个知名家电制造企业签订总金额上千万元采
购大单。 众厂家纷纷表示，将随时支持国美进行
畅销机型的补货，确保了折扣“汇”期间储货资
源，消费者将从这张采购大单中购买到性价比最
优的家电商品。

近日星城长沙气温下降， 市民将加大对暖
家电产品及保湿等类产品的需求。国美电器将针

对此情况在旺市开展小家电六折起卖，像先锋电
暖器、 美的电暖器等都在折后价格在百元左右！
国美电器全线品类也大打折扣牌，如厨卫彩电七
折起卖、冰箱洗衣机空调八折起卖……
超级套购 IPAD2大奖 优惠活动一个都不少

据悉，消费者在此次折扣“汇”中，除了能享
受一系列的家电产品的价格折扣优惠外， 国美
还准备足量的、实用的、精美的赠品。 如消费者
购冰洗、空调、彩电、厨卫累计两件以上满 6888
元还送价值 1500 元赠品， 若满 8888 元就送价
值 2400 元赠品，满 18888 元送价值就送 4288 元
赠品！

另外，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凭借在国美购物满
500元以上的发票，还能免费参加 IPAD2 抽奖活
动！其中一等奖为 IPAD2，二等奖为数码单反，三
等奖为电压力锅，四等奖为电饭煲！

享受生活、享受 Apple，领略前所未有的云端
应用体验
率先启动 iOS�5 免费升级服务，宏
图三胞专业服务迈入 3C+ 时代

数据显示，iPhone�4 以及 iPad 目前在国内市
场中均已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额， 在其火爆背
后，苹果自主开发的 iOS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已
达 54.65%，成为苹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核心
操作系统。
iOS�5固件免费升级业务国内首现宏图三胞

而随着信息产业与云端服务、 应用技术的
普及，苹果最新一代移动操作系统“iOS�5”终于
在万众期待中闪耀登场， 并成为当下最热门的
话题。 作为苹果在国内市场中最重要的合作伙
伴之一，宏图三胞日前正式宣布，将率先在全国
41 家 Apple 专业授权店内针对宏图三胞会员推
出电话预约、 现场指导以及预约上门等 iOS�5
固件免费升级业务， 并安排技术工程师现场协
助全程指导。 长沙地区的 Apple 用户可到宏图
三胞朝阳路旗舰店、 长沙高桥店内咨询或拨打
0731-88956119 电话咨询。 鉴于 iOS�5 独有的强
大云应用功能， 宏图三胞已在内部针对所有此
次参与 iOS�5 固件免费升级服务的技术工程师
进行了专业培训， 足以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
iOS�5 升级服务。
宏图三胞专业打造多元化的 3C+服务概念

服务是企业赖以生存与长足发展的核心驱
动。 基于服务领域，宏图三胞从来都不敢存有
丝毫的侥幸或怠慢。 iOS�5 固件免费升级服务
的推出，标示着宏图三胞“红快服务”由传统
PC 服务市场向多元化 3C+ 领域迈出了最坚实
的一步。

该负责人强调：“作为国内专业级的 IT 及消
费类电子产品销售与服务企业，宏图三胞希望今
后的服务不再仅仅局限于 PC 领域，未来，将会
更多地考虑将服务向通信、智能 IT、数码、OA 办
公，甚至是各类操作系统、程序应用等领域加以
延伸， 从而让宏图三胞在行业内真正达到 3C+
的服务规模与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