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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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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律师 调查

85653555
优价搬家、拆装空调发达搬家

项目融投资及合作，酒店、房、
地产、电站、矿业、农业、在建工
程等 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西
御街 8号西御饭店 B座 23楼

川财028-86697988

大额资金寻国内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鑫铧投资

创业基金寻项目
自有资金直投，房地产、制造业、能源
矿产等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 高薪
诚聘商务代表。 ytcapital@163.com
010-52372001、18701581736

功成天下酒招商
费用厂家全额负责，提供铺货赠
车、工资广告或零价操作。
电话：0558-5307518、13966866287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贷款咨询 15111283829
正规无抵押贷款，当面签约、放款。

理财、借钱找中纳联
民间资金专业运营商诚邀您的加盟
合作加盟 ：15116411590
贷款理财热线：83527205
地址：五一大道中隆国际 21 层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0731-85776098、15802569686

大量收购癞蛤蟆（蟾蜍）
联系电话：1353730859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 免抵
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
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
限。 电话：028-68000128

●最新雷达感应报牌仪， 抬牌知
大小，庄闲通吃，适合扑克任何玩
法，超越市面所有分析仪；
●麻将机万能程序包自摸，望
远飞针麻将，博士伦眼镜看穿
扑克麻将，变牌仪等高科技产
品，所有产品先试后买。
●扑克麻将绝技， 任何普通牌均
可要啥来啥，要啥变啥（化学原料
一摸即变）决不重复，包教包会。

13574117736长 沙 火 车 站
八一路天佑大厦
6 楼 8630 房

超级牌具AAA
娱 乐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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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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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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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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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 室

贷款咨询无抵押利率低
13187090302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贷款咨询 13875925959
正规无抵押贷款，不成功不收费。

牌具超市
最新扑克分析仪无须耳机震动接收
牌可在手上桌上任意感应报点，无
磁四方色点万能麻将机程序， 透视
眼镜看到扑克麻将，授变牌绝技。
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A319
电话：13875909017

1 万-100 万，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
借，当即放款，无需抵押，诚信第一。
芙蓉公馆 1215室 13875905093

短期借款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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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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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借款找金禧
0731-82139797
项目融资服务、大额资金对接
闲散资金借贷、抵押快速借款

韶山北路 139号湖南大剧院 17楼

招生 招聘

创办环保砖厂 年利百万不是梦
国家明令禁止实心黏土砖，政策支持新型墙材，通过矿渣、

粉煤灰等工业废弃原料与水泥混合搅拌， 添加中天创新专业研
发的高效浓缩发泡剂，生产的免蒸加气块，广泛应用于城乡建筑
墙体。 办厂即可盈利！ 欢迎实地考察合作！

上门建厂、统一管理、专利技术、专业设备、无需经验即可成功创业

企业热线：400-027-8198 18717158109 www.ztcx.cn

公办教师/医护：统招师范
医卫类毕业 13332516331广东招

诊所招聘内科医师
有执业证护士，药剂员 13607435079万事达专业贷款

专业办理个人企业贷款 10
万-800 万无抵押低利息免
担保。 速贷专线：
0731-83861032 15874811867

顺富贷款
无抵押为个人企业办理 20-500 万大
额贷款,快速过件贷款额度高,区域不
限 0731-82698996、13723864172

交友 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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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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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致富机
只要你处有水库江河森林平原，使
用我厂激光捕猎机和超声波捕鱼
机，可捕各种动物，保证是你赚钱的
好助手。 将地址发到 13600397062
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送货上门，货
到付款。 广东高州市八达电子厂
电话：0668-68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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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赚百万
———从一个电话开始

●高科技产品带您走进阳光行业
●独家经营让您拥有最大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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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回收
武汉金火旺是一家大型生产机制木
炭及设备的厂家，场地面积 5000 多
平方米， 生产及技术员工 50 多人，
生产的机制木炭机，设备自动化，产
量高，质量好，产品实行三包。 用农
林废弃物如：树枝、锯末、秸秆、花生
壳、棉秆、杂草、烟杆等生产的机制
木炭热值高、上火快，燃烧时间长，
比天然木炭高一倍，无烟无味，现对
外火爆招商，上门建厂，产品上门回
收，价格在 3000元左右。 咨询电话：
027-88419979 短信：15337285459

雨欣手工艺诚聘
招手工制作人员，简单易学，可带回家
做，计件工资，现金结算。 韶山南路家
乐福楼上 12017室 0731-85551860

诚邀全职 25岁以上非
学生 13974951420曾营养俱乐部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字牌技术跑胡子
碰胡子

青岛鲜啤限量招商
青岛啤酒，重点推出差异化鲜啤产
品，低投入，高利润，诚邀各市县经
销。 机不可失，即电 18975128091

借款炒股 炒期货
另聘兼职员工。 0731-85822242

诚心求缘： 温柔女阿静 29 岁肤白
貌美有气质经济优寻体健男圆梦
通话满意有缘助发展 18370357389

持证见面：王女士 29靓丽重情夫
老总无孩离寻健康理解我男你如
真诚我愿付出所有 13755392911

《寻缘》珍珍女 30 岁 1.65 米高雅有气
质经济优特寻找一位健康男士圆我美
好心愿 18379386602有缘助发展

女 37 岁丧偶独居贤惠貌端气质
佳，自营生意多年经济优，诚觅体
健有责任心男为伴，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24263313本人接听

个人征婚：想家女 35 岁丧偶独居
温柔漂亮贤惠，自营生意多年，诚
寻健康重情男为夫， 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25195552本人接听

真情寻缘： 女丽丽 32 岁有气质高雅
经济优持家现特寻异地好男缘我美
好心愿有缘助发展 18370358667

征婚：男 49 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多
年，经济条件好，体健豁达，觅温柔贤惠能
持家的女士为伴（可带孩）18240360155

韵红养生养老聘
专业养生养老服务团队聘养生业
务精英 30名，15873112311

一名阿拉伯国家高级外交官17日
证实， 沙特阿拉伯正在向叙利亚反对派
提供军事装备。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阿拉伯国家外
交官告诉记者：“沙特的军事装备正在运
往约旦途中， 目的是武装‘叙利亚自由
军’，这是沙特为停止叙利亚流血冲突所
做的努力。”

“叙利亚自由军”是叙利亚主要反
政府武装。 沙特政府尚未出面回应这
名外交官的说法。

继1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区
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后，18日，叙北部城
市阿勒颇再次遭汽车炸弹袭击。 据当
地电视台报道， 爆炸袭击了阿勒颇市
安全办公室附近一个居民区，造成3人
死亡，25人受伤。

联合国前秘书长、 叙利亚危机联
合特使安南的发言人艾哈迈德·法齐
介绍说， 一个工作组定于19日启程前
往叙利亚， 讨论在叙利亚部署国际观
察员的提议。

NASA发布月球演化史视频 3分钟展示其45亿年生命

月球是这样炼成的
冷冰冰的月球看起

来一成不变， 但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
近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将月球45亿年的演化史
压缩成3分钟，向人们展
示月球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这颗离我们最近的
星球经历的沧桑巨变。

NASA制作这段视
频是为了庆祝其月球探
测飞行器发射满1000
天，受益于月球探测飞行
器，科学家们现在对月球
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沙特被证实
向叙反对派提供武器

月球表面遭受过各种
陨石的撞击

月球最初是一团熔岩物
质组成的火球

炽热的熔岩物质逐渐冷
却成月球的雏形

在整段视频中，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接连不
断的陨石撞击月球。 其中最大的一块陨石在距
今43亿年前时把月球的南极撞掉了一大块，以
至于现在月球的南极“陆地”形状仍比北极显得
“扁”一点儿，而撞击留下的凹坑现在成了月球
上可能蕴含水的地点。NASA在视频中用“轰
炸”来形容撞击之猛。

在距今41亿年到38亿年前， 月球经历了最
为频繁的撞击， 这些撞击形成了月球表面的盆
地。陨石撞向月球表面，产生爆炸和冲击波，犹
如科幻电影里的星球大战。

最终，在视频的最后几秒钟，即距今10亿年
前，月球逐渐平静下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样子。 ■据法制晚报

科学家们认为，月球是在45亿年前，由一枚
火星大小的陨石撞击地球产生的大块碎片形成
的。在巨大的撞击下，大量的炽热物质被抛到太
空中，成了月球形成的“原料”。

NASA的视频就是从这些“原料”进入太空
后开始的。 起初出现的是一团燃烧着的橘红色
熔岩物质，这团火球逐渐冷却，形成青灰色的星

球表面。
NASA的科学家们指出，月球表面的每一座

环形山， 每一处陨石坑都是其漫长历史中经历
各种陨石的撞击以及其他破坏力形成的。

NASA表示，用来制作视频的月球表面资料
都来自月球探测飞行器， 是在距月球表面24千
米的高度拍摄的。

地球被撞碎片成了月球“原料”【形成】

陨石“轰炸”月球，犹如星球大战【亮点】

1 2 3成型 冷却 被撞

NASA公布的月球形成过程示意图

德国执政联盟和主要反对党推举的
总统候选人约阿希姆·高克18日在联邦
大会总统选举中， 以压倒多数顺利当选
第11任德国总统。

现年72岁的高克因20世纪80年代积
极推动两德统一赢得声誉， 曾担任前东
德秘密警察档案馆馆长。2010年，作为社
民党和绿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 高克在
总统选举中输给了执政联盟总统候选人
武尔夫。

17日晚，德国各主要政党紧急商定，
推举高克作为新一任总统候选人。 高克
将接替因个人房贷风波等被迫辞职的武
尔夫。 ■均据新华社

高克当选德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