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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2 药房转让有医保
高新开发区接手可赢利 13787163788

五一广场 17平米
15973165218吉小姐旺铺转让

转让 出租

河西 130平方超市转让
岳麓区政府对面临街 15874812413

大型厂房仓库优租
水电齐全 13907492898

真诚求缘 15652787693
温柔女超超 28岁高雅大方，丰满
迷人特寻健康男士为友，本人亲谈日进斗金

———从一个电话开始
高科技企业带您轻松走进阳光行业
经营让您拥有巨大利润空间小投资
高回报无资金压力及操作风险市场
一经启动，享受专家亲临指导免费索
取资料热线 027-51232124

上门建厂 木炭回收
天然木炭枯绝，机制木炭告急！ 由
武汉金火旺生产的机制木炭机，设
备自动化。 用农林废弃物如秸秆、
锯末、稻壳、花生壳、棉秆、树枝、杂
草等生产机制木炭，热值高、上火
块、 燃烧时间比天然木炭长一倍，
无烟无味，现对外火爆招商。 上门
建厂、木炭回收。 招商热线：
027-88419979 短信 15171453931

娱 乐 设 备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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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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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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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841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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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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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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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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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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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激情交友应酬陪护 88825413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交友 声讯

求 购
湖北华剑畜牧有限公司（立新万头猪
场）常年现金求购玉米，菜粕，米糠，
碎米等原料。 阮先生 1397195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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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82088823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扑克机、跑胡子机
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0731-89856128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创业基金寻项目
自有资金直投： 房地产、 制造业、
能源矿产等。 不收取任何费用。
电话：010-52372001、18701581736
邮箱：ytcapital@163.com

早期教育指导师：早教幼教国家
上岗资格考证 13332516331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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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物资 干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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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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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 男 37 未婚真诚善良觅
35内贤惠女士为伴 13548698127

男 49岁丧偶部队转业形象好经营
私企寻重情爱家贤淑女重组家庭
13632655459有孩可，可面谈!

《等爱玫瑰》温柔女燕子 29 岁，高
雅大方，体贴有孝心，丰满迷人外
貌特寻一位体健品正有爱心的男
士圆我美好心愿， 有缘助发展急
盼来电：15859707965亲谈！

女 34未婚 1.63肤白美丽气质可人经
商房车全(非诚勿扰)13187318525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个性随和
人品好现个体经营收入丰， 诚觅
一位善良会持家懂生活女为伴有
孩可 13418606945贫富不限

真人真事：小丽 29岁美丽善良离经商
多年富裕现诚心寻一位健康守信男圆
我梦不嫌你条件差 13205013338
本人男 48 岁退伍军人丧偶， 经商孝
顺，寻顾家孝顺女士为终身伴侣，可带
小孩。 电话：18318286108亲谈

靓女 39经商富裕独住房车全不
谈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本人征婚男 46 岁丧偶独居体
健貌端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
贤惠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孩
视亲生 15815573727本人亲谈
女 33 岁丧偶独居温柔体贴貌端，
自营生意多年， 诚寻健康重情男
相伴一生，贫富地区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751183729本人亲谈
退伍军人男 47 岁丧偶独居为人正
直感情专一，经商经济优，诚寻善
良体贴通情达理的女士相伴一生，
有孩视亲生 13632826300本人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租售扑克字牌、斗牛分析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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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清雅电子商行遗
失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5100088892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银可通讯店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核发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码：
J5510012736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阳市北洲子金北顺造纸厂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贺金
辉）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黄柳 4301221985082960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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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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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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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再度亲昵拥吻
携手遨游12天，昨晚成功二次交会对接 组合体成功营造载人环境

14日20时，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
精确控制下，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成功进行
了第二次交会对接。这次对接进一步考核检
验了交会对接测量设备和对接机构的功能
与性能，获取了相关数据，达到了预期目的。

19时24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向组
合体发送指令，飞控中心的大屏幕上，中间
位置显示出神舟八号逐渐撤离天宫一号的
三维动画， 两侧分别显示着从天宫看神舟、
从神舟看天宫的图像。

4分钟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
号飞船交会对接机构顺利解锁， 组合体成功
分离， 神舟八号飞船缓缓撤离至140米停泊
点。

在地面控制下，神舟八号再次向天宫一
号缓缓靠近，30米，20米，10米……

屏幕中央图像显示， 神舟步步追赶、步
步靠近，逐渐抵达天宫“身旁”。经过接触、捕
获、缓冲校正、拉回、锁紧等技术动作，两个
航天器最终实现二次对接，再次形成刚性组
合体，以优美的姿态飞行在浩渺太空。

随后，北京飞控中心宣布：天宫一号、神
舟八号第二次交会对接取得圆满成功。

“天神”首次交会对接以后，两
个航天器组合体的连接主要依靠
对接面上12把对接锁，每把对接锁
的拉力为3吨，共36吨，这12把对
接锁由两组对接锁系电机驱动。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组合

体的对接机构控制器接到分离指令
后，对接锁系就执行分离指令，实施
解锁动作，耗时约3-4分钟。

对接锁解开后，通过对接面上
4个被压缩的弹簧推杆的弹簧力，将
两个8吨多重的航天器轻轻推开。

“神八”计划于本月17日晚返
回地面。为迎接“神八”回家，13日
20时55分，“神八” 主着陆场区圆
满完成系统最后一次综合演练。

当日19时18分，由5架直升机
组成的空中分队首先发现“目标”，
并将返回舱落点信息第一时间传
送到搜救载体。20时12分， 由4辆

特种设备车组成的地面分队到达
现场，迅速对返回舱进行处置。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主着陆场
区指挥部发布消息称， 承担飞船
返回舱搜索回收任务的主着陆场
区制订了7大类共 30套应急预
案， 确保神舟八号飞船安全“回
家”。

四个弹簧“弹”开8吨航天器

迎“神八”回家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麻永平
介绍说，第二次对接在阳照区进行，充满着
风险和挑战。

《国际太空》 杂志执行主编庞之浩表
示，其中分离是第一大技术难点。

据介绍，两个飞行器分离最短也需要3
分多钟，解锁需要时间，分离时的角速度
也很有讲究，否则两个飞行器会撞坏。

此次没有航天员在组合体上工作，今
后航天器载人飞行时，一旦发生自动分离
失败的情况， 航天员可操作设备手动分
离。

二次交会对接第二大难点是： 第二次
交会对接在阳照区进行， 由于杂光干扰强
烈， 对测量设备敏感器的测量精度和相对
导航的可靠性均造成较大的影响， 对交会
对接的可靠实施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庞之浩介绍，这就如同在高速路上开
车一样，太阳光线过强，容易导致撞车。

“对接的顺利实现意味着我国掌握了
全天候的交会对接技术。”庞之浩说。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高速一吻克服两难题

拥吻全程

未来看点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