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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上市公司股权销售
准上市公司原始股权火热销
售中， 参与本周末深圳路演
推 广 ， 来 回 路 费 报 销 。
15074885535非诚勿扰。

免抵押 放款快
15675858023贷款咨询

上海适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长
沙五一大道店遗失由长沙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9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
证 ， 证 号 ： 湘 餐 证 字
2009001002000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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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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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输送泵出租
电话：15307327207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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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牌具 18229844336
直销各种扑克字牌一秒分析仪；桌面手
上无东西，批高清博士伦眼镜麻将变牌
器。 长沙火车站凯旋 A座 908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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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搬家 回收

建发投资
专为企业、房地产、农业、能源、
个人提供流动资金，项目直投，
债（股）权投资，成功案例，高效
快捷,绝不收费。 薪诚聘全国代
理提供项目 AAAA诚信企业
025-83208434 83208134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娱 乐 设 备

钱途牌具
最新扑克和筒子分析仪，可
玩斗牛金花三公等纸牌。 批
售各类扑克 13170303188

最新扑克 18008414500
扑克，扑克，任何扑克，任何场地，
斗牛，金花，三公，通杀，包教包会
满意为止，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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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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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7480245高
价收空调厨具

仓库废旧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票务 出租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澳门牌具
高
科
产
品
领
先

诚
信
经
营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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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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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专利产品招商
爬坡 45 度、速度快、带滑行，现全国招
代理、加盟商。 电话：18861507672

鑫银利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各类项
目投资 028-68999988

宇融投资
低息、快捷、不成功不收费
与多家银行财团合作， 轻松解
决资金困难。 1、个贷企贷、免抵
押。 2、优质项目（含矿业，水电
站、房地产、林业、种植、养殖、
新建项目，在建工程)等融资投
资。 028-68800008

澳门千王 老
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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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7668666刘

致富机
超声波捕捞机： 可捕深宽 25
米 680 元；70 米 1500 元等多
种型；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 诱捕范围：2 千
米 780 元；3 千米 1380 元；5
千米 2300元； 将详细地址姓
名发到 13802692654 免费寄
资料光碟参考。广东中山市中
信电子厂 0760-86517589

众拓投资
投（融）资直贷项目：土地开发、
房地产、在建工程，矿业，工厂、
农业、养殖、酒店、医院、学校等
028-68580088 028-68206611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 15802569686、85776098陈

亿恒投资
专业办理企业经营性贷款，流动
资金，项目直投，投资合作均可
（100万-3亿）实力雄厚。不成功
绝不收费！ 诚招加盟代理，提
供项目 025-83241944
83207112地址： 南京市五
台山一号太平洋建设 20楼 F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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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克机、跑胡子机
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0731-8985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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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工商代办 82147786

贷款咨询
免抵押、免担保、正规公司,专业办
理银行贷款,金额 1-500万。本广告
长期有效。 热线 13543458824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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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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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调查

长沙天心区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鲁海波
与陶忠辉、 程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 因陶忠
辉、程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
四条的规定： 本院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湘经典评字（2011）司
法 11-001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
及（2011）天执字第 414-1 号拍
卖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载明：
拍卖被执行人陶忠辉、 程丹共
有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麓景路
36 号沐春园 3 栋 601 号房屋
（权证号码 00671060）。 该房屋
评估价格为 1040000 元。 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2011年 11月 29日

无抵押信用贷款
咨询热线：18684796046孙经理

湖南华夏蚩尤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星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建安发票发票联一张，发
票代码 243011020810， 发票号
码 30000754， 金额壹佰贰拾万
元（120万），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江浙财团直投
江浙财团资金寻优质项目。 可合
资、合作、借款、质押。 手续简便，
不收费用。 另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关掉电视， 打开网
络”，这是某网站最近推出的
一句煽动味颇浓的宣传口号。下

个月， 广电总局的“限娱令”
“限广令”就要生效了，对电视

行业来说可能冬天来了， 不过
在各个视频网站看来，2012年

或许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春
天，这不，各网站正在大刀阔
斧向综艺节目“杀”去，成为
观众和电视人“投奔”的
下一个娱乐阵营。

“网络视频主持人”， 很多对这
个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名人访谈。
而要想在其中看到名主持人， 几乎
不可能， 以至于曾在湖南经视当主
持人的黄锐跳槽某视频网站时，让
很多观众诧异了一把。不过，风水轮
流转， 以后在网站看到再大牌的主
持人你也不用惊讶了， 这将成为常
态。

对台湾主持人审核严格后，视
频网站在与港台艺人的合作上比传
统电视放得开手脚， 网站成为他们
来大陆“淘金”的新途径。如今不少
大陆视频网站签下越来越多台湾地
区的大牌主持人， 为其量身定做节
目。由庾澄庆主持的某网站节目《哈
林哈时尚》即将播出，而不知何时重
返《天天向上》的欧弟，早已接下了

某网站的选秀节目《NewFace向上
吧，少年！》，此外，陈汉典正主持网
络自制综艺节目《爱够了没》，养生
类节目《健康相对论》更拉来“飞轮
海”加盟主持。

此外， 卫视综艺节目数量减少
后，一线卫视名嘴放下身段“投奔”
网站，比如朱丹、李响、彭宇、杜海
涛、陈欢等都在网站开拓了“疆土”

主持人仅是节目的“代言人”，其
实节目好不好看，团队才是最核心的
力量。以某网站为例，一口气推出了
12档自制内容的节目， 制作量惊人，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网站。打造这些节
目的团队来自哪里？

多年来，电视台培养了大批富有经
验的综艺节目制作人员，网络自制综艺
节目的需求急剧扩张，电视台综艺节目
却“僧多粥少”，电视台的制作人才也成

为视频网站的“抢手货”。今年5月，原凤
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被挖至网
络，不久后，原星空卫视高管郝舫跳槽
网站，“我们台很多同事都跳槽去了网
站， 甚至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地出走，但
是做的活还是和在电视台一样。” 湖南
娱乐频道刘姓工作人员坦言， 网站很
“凶猛”。一位网站负责人直言，“40%的
团队是电视台引进的，20%是在电视台
工作过的。”

对于视频网站“类电视化” 的趋
势， 浙江卫视总编室副主任许继峰表
示，电视人迁徙新媒体是个别现象，但
还称不上是趋势， 不必过度解读但也
必须有忧患意识。 电视台有人才和内
容的优势，同时还受“版面”（容量）的
不足和时空受限的劣势，所以，现在最
好的办法是选择与视频网站合作。而
在湖南，一直起着卫视“节目输血站”
作用的娱乐频道， 现在就已经开始把
“出口”扩大，据透露，明年他们将与某
门户网站合作20多档节目，“高尔夫、

综艺等各类型的都有， 刚选出的星姐
就会在新节目中任主持人。”

圈内人担心着圈内人的担忧，观
众自有观众们的高兴。这种趋势，对观
众肯定是好事， 以前电视台掌握的是
话语权，看起来电视台多，但真正由观
众做主的却莫想。一部戏正过瘾时，来
段广告，或者来个下集预告。但网络不
同，内容丰富、互动性强、不受时间空
间限制的优势更加明显。 想快进就快
进， 想跳过就跳过， 就像吃自助餐一
样，想看什么看什么。 ■记者 袁欣

一线主持人“扎堆”了

“藏”了一批电视团队

电视网站互动是趋势

乐关掉电视
“限娱令”来了，主持人啊制作人啊，走到哪里去呀？

打开网络
观 众 偷

着
台前

幕后 网 站 成
为庾澄庆（左）、朱
丹（中）、欧弟（右）
的淘金新途

径。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