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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8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在
熬巴文化主题会所开展了2012年国际象棋
亲子培训活动。据记者了解，此次活动渤海
银行旨在提升“浩瀚理财”品牌形象，有效

带动高端客户增长，
为渤海银行“浩瀚”客
户及其子女提供专属
的特色活动体验。

本次活动邀请了
渤海银行新老浩瀚客
户及其子女共计150

人， 特邀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谢军女士
为他们进行国际象棋培训和指导， 湖南省
棋类协会秘书长罗立新也莅临指导。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行长汪泷先生、

副行长蒋海燕女士、 渤海银行总行代表
王瑛女士、 湖南省棋类协会秘书长罗立
新先生全程参加了本次活动。 蒋海燕女
士代表渤海银行长沙分行发表讲话，向
与会的80个家庭160人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感谢。

活动历时2个多小时， 现场十分热烈，
各亲子组合与谢军女士互动频繁， 活动结
束时，许多客户仍然意犹未尽，纷纷表示感
谢并希望能经常参加银行举办的这种活
动。 记者得知渤海银行长沙分行今年还将

持续开展此类活动。
渤海银行于2006年2月正式对外营业，

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截至2011年末，渤海银行资产总额
达3124.88亿元，目前已在全国设立了13家
一级分行，2家二级分行和52家支行。 在英
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1000
强排名”中，渤海银行位居299位；《亚洲银
行家》 杂志公布的“2011年亚洲银行500
强”中，渤海银行综合排名121位。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熊芳

家庭组合“对弈”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供各式水处理设备 0731-88654766
水博士净水专家

拆旧酒店、办公楼、门面（装
修）拆除等。 13187317233

杨家山恒达花园旁 13974829888
100多m2 旺铺转让

转让 租售

私募资金
寻矿产、旅游、农业、新兴产业等项
目合作；中小企业借款，多种融资方
案。 025-66924733、15366052649

男女童服饰、鞋类、金器、手机通讯
家具、药房、网吧、宾馆、茶楼。
招商热线：13117315888（黄小姐）
总部地址：长沙市树木岭路 323号
无实习、无经营经验者，请勿扰！

超市招商万佳惠

誖

重庆首选—冠涵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 解决融资难题
大中型企业，房地产开发商，承
建商、施工方、 在建工程流动资
金、土地、煤矿、种养殖、电 站、
旅游项目、高速、能源投融资，
200 万起贷。 24 小时融资热
线：023-67126282 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总商会大厦 20楼

大额财团资金直投， 免担保，
免手续费 ，有无抵押均可
房产、水电站、农林业、旅游、
矿山、交通、酒店、学校、医院、
能源等。 在建工程，新建项目，
个人企业区域不限。 详询：
028-68999988 地址： 成都市
三洞桥路 19号国贸广场 9楼

川朋投资Cp

招 商 投 资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电话：15348504455www.kunxj.com
茅台镇坤仙酒招经销商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金融中心
今宇资本西南

企业、个人各类在（扩）建工
程、农牧林、房地产、交通、能
源、厂矿等项目投资。
（地域不限、利率低、审批快）

028-966 9955
为有闲散资金者提供渠道

创办七年资金雄厚为您急需流动
资金/项目资金/并购重组提供大额
资金支持【新扩改建项目/房地产
三农】优先 无前期费 400-0909-028

需资金找钰登投资

企业、个人各类项目均可融资、
合作，区域金额不限，方便快捷
详询电话：028-68000033

融资 借款 投资

月息 1.6-1.8另诚招各地州市加盟公司
借款炒股 84127278

独家研发化学原料普通扑克麻将
一摸即变。 最新一对一隐形分析仪
适玩斗牛金花宝子 32 张字牌抬牌
知大小。 专业安装远程四方色点麻
将机，各种进口透视镜扑克麻将色
子等奇门娱乐产品 www.pj898.net

中华一绝牌
具

长沙井湾子国际家居
北栋二单元 1815 房18873105688

长沙市火车站
晓园宾馆 4 楼 8805 13787415188

【化学药水】普通扑克麻将， 一摸即变，
不多不少不重复。 玩斗牛，金花，三公，
牌九，字牌，庄闲绝杀。 不偷不换，任何
人均可学会。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 售高科技美国进口隐形眼
镜、一对一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
色子等（不会不收费）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
座 1405房 刘老师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13467668666

飞针麻将老
字
号

合作出场
双赢娱乐热线：

最
新
科
技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高科技产品。

15675267777
18672568888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中国四大名酒—汾酒·杏花春
全省招商
招商热线 13607497387欧阳先生
各县、市限招一家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隆重推出全球远程高科技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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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飞针麻将合
作
出
场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普通扑克任别人洗牌， 只需切一下
即可把把通杀，麻将一人对三人，随
意变牌自摸，光感分析仪，桌上不放
任何东西，无须对牌，适合三公、金
花、斗牛、字牌等，透视眼镜看透扑
克、麻将、程序麻将上门安装，
长沙凯旋大酒
店 B 栋 1901

扑克麻将绝技

13507313733

13975847588

独家最新感应变牌，普通扑克麻将一摸
即变，必赢单人报牌仪，最新程序麻将
机（可控四方色）感应程序（万能遥控
器）批售更多神奇实战麻将扑克牌九筒
子色子等免费观看满意再买。 长沙火车
站 凯 旋 酒 店 A 座 2107 室 黄 老 师

华南牌具批
发

WWW.18390009333.COM

垫资炒股票、炒股指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拆旧

贵州茅台名酒系列，诚招加盟
商，首进全额返还。 福昌酒业：
0851-6741071、13984418772（索函）

名酒专卖 免费开店

名 酒 招 商

世帮投资
企业、个人在（扩）建工程、房
地产、水电、农牧林、矿山、交
通、能源等，区域不限。
电话：028-84701619

工商代办 82284857

低价工商税务策划、清理乱帐
85514177

银行无抵押低息贷款，当面放款。
贷款咨询 13786139793

有无抵押月息 1分 6。 15575978589
快贷一日放款

理财 代办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
对方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新型感应分析仪，无论牌放任何角落 1 秒报
牌。 庄闲绝杀低价安装麻将程序。 无论坐哪
方都可来想要的好牌，高清博士伦声控扑克
变牌仪。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低价牌具 13507456730

扑克单人操作感应仪无需镜头感应报
点庄闲通杀(适金花、牌九、二张 筒子
等)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一对一 程序
要什么牌来什么牌(包自摸)长麻转麻
都可以一打三家。批高清博士伦看透麻
将、扑克筒子 、字牌授实战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 座 2005 室

麻将机
分析仪

13627491393
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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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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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岳阳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长沙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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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 QQ：602058576

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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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厂家全额负责，提供铺货赠
车、工资广告或裸价操作。
网址：www.ahgctx.com
电话：0558-5307518 13966866287

功成天下酒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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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最新扑克字牌分析仪，适应全国
各种玩法，普通麻将一人打三家不
装程序，授实战牌技（不会不收费）
长沙火车站凯旋酒店 A座 2906 室

必胜牌技
13207319944老店租

6层，正忠大厦，宜做办公、办事
处、培训、宾馆、餐饮、休闲等。
地址：雨花区环科园职教城
电话：15570877495王小姐

6000m2 精装大厦出租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24
汉五亲子鉴定中心 84415118

亲子鉴定小
时

中南六省耳鼻喉专家队伍为你解决疑难问题 专家咨询：0731-84899163

技术中心湖南省耳鼻喉湖南省耳鼻喉重点专科
国家三级甲等无假日医院

诊疗范围:
★鼻咽癌手术，喉癌根治术及鼻咽癌早期筛查。
★内窥镜导航技术一次性微创治疗： 急慢性鼻炎、 鼻窦
炎、鼻息肉、过敏性鼻炎、扁桃体炎、急慢性咽炎、腺样体
肥大、鼾症（打呼噜）等各种耳鼻喉疑难顽症。

耳聋、耳鸣专科：中西药结合辩证治疗:
神经性耳聋、老年性耳聋、耳鸣、药物性
耳聋、突发性聋耳、耳鸣，外伤性耳聋、
中炎耳，不明原因耳鸣等各种耳部疾病。

专业妇科 只为女人

地址：长沙车站南路 715号（火车站南 1公里）

湖南性保健研究所
附属医院

健康热线： 8384�6666
（湘）医广[2011]第 11--1231-724号

全省国税系统
举办法律知识抢答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国税干部依法
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近日，我省国税局在长
沙举行了全省国税系统法律知识抢答赛，
来自各市州的14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在
此之前， 该局还举行了系列学习、 考试活
动， 全省近万名一线税收执法人员参加了
考试，整个活动历时半年多，掀起了学法、
用法的新高潮。
■通讯员 彭爱民 余锦钟 见习记者 潘海涛

资讯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