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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低 价 上 门 安 装 麻 将 机 程 序
多款扑克分析仪桌面上不需放镜头
密码麻将、扑克等 长沙晚报正对面

牌具 13467671788牌技

热烈祝贺岳阳约美美业商贸有
限公司承办———九美子《寻找
真声音》MINI 演唱会的全国首
次演出（浙江卫视、广州九美仟
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 4 月 28 日， 将在湘阴影
剧院盛大开唱，敬请关注！ 活动
期间， 购买产品满额即送演唱
会门票， 还有明星合影机会等
着您！ 您，还等什么？
加盟热线：邓小姐 13973019508
0730-8796022 购票热线：0730-2345628

九美子《寻找真声音》MINI演唱会

当天投资，次日即可分红，盈利
高，固定式分红! 无需担心盈
利!!！ 网址:www.nbgczs.com
电话：0574-28903777

投资理财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
天放款。 13307313979
84765722 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小额快借
凭本市身份证， 保密无抵押，
当天放款。 18975131518
89719587 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诚信快借

专业从事项目投资， 实业投资，
可合作、借款、质押，手续简便，
不收费用。 高薪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有资金 寻项目

川股直投
大额资金为企业及各类项目
投资借款、房产、电力、矿业、
交通、农业、养殖、制造、加
工、医院、学校、在扩建工程

成都市顺城大街四川国际大厦 6 楼
028-68998899

凭个人身份证低息无抵押贷款。
银行贷款 13787164026

东江湖休闲农庄诚邀投资人
18673512728

无抵押担保下款前
无费用 15974273269 李低息贷款

电话：028-6528009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大额信用卡
13787258916代办

信用卡、3天下卡
13873153367李经理专业代办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投 资 理 财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全 省 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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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起借贷，低利息，手续简单
快捷，区域不限。 欢迎各地优质
项目客户前来我公司咨询，洽谈，
项目合作。 023-67129373
地址：重庆江北观音桥协信中心

融驰投资借款
财团全国直投
免费
电话：400-023-9373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天放款。
电话：89968576、18670356179

贺龙体育场摩天轮 1号

摩天轮快借财团大额资金寻求优质项目
真实合作或投资。 承接全国
各地验资、过桥、房产抵押
及网签。 方式灵活。 另诚招
加盟及各地区经理。
（区域行业不限 非诚勿扰）
TEL：400-821-5707耿小姐
15601685877、15601681577

上海颐联投资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
贷款，能源、水电、交
通、房产、农业养殖、
学校、旅游、酒店、在
建项目等投资合作。
投资贷款：手续简单、
利率低、放款快。
大额资金 区域不限
028-68995577

富信行投资贷款

●项目投资、房产开发、在建项
目、BT 项目、 工程资金周转及
保证金贷款。
●各类矿产、电站、酒店、高速、
大中小企业投资贷款咨询。
电话：4000708088
地址：重庆江北区未来国际 42楼

商佳●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各
类项目投资（矿产、房地产、电站、
农牧业、制造加工、交通、学校、新
建项目、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松
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江浙财团直投企业及个人项目
投资贷款 100万起，免抵押、
需监管，银行利息，包办成功。
025-57902185 15250996898

侨瑞投资

为个人、企业、在建项
目、水电、矿山、酒店、
生产企业等解决资金
难题（资金使用方式
灵活，区域不限）

海融投资
民间财团 大额直投

资金热线：028-68081083028－68081098

名派手机供货中心，50 个品牌、
600 款手机，供货全国手机卖场，
提供 5 千—6 万现货铺货， 配送
8 千元开店用品， 手机行业创富
新模式，手机开店、手机配送、手
机批发，大、小城市都赚钱，详情
请电话咨询！ 名派手机供货中心
手机咨询：13825122678 15915787121
网址：www.63980.cn QQ咨询：800035499

品牌手机 99元起供货

您要发财吗？您要出人头地吗？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生产的福喜迎门酒！ 该酒
品质优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合
婚宴寿宴喜庆宴。 价位低，利润空间高，有央
视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
持，正特惠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网址：www.wlyfxym.com加盟 QQ:15981569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国传酒招商
中国酱香型白酒基地茅台镇，少有
的国酒品牌，低门槛，高回报招商，
你想赚多少钱，国传酒就能实现你
赚多少，招商热线：13096729951

凭本市身份证，可当天借
款1-50万，保密无抵押。
电话 ：84867236、15386405566
地址：浏城桥定王大厦 2621 室

润恒 快借应
急

江浙财团; 专业从事项目投
资。（房地产、改扩建工程、矿
业、农牧业、专利等项目）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坤欧投资

025-52374567、18105182383 李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自动报牌分析仪桌上不放任何东西适用
斗牛金花三公等玩法， 售四方骰程序
麻将机，量身订做上门安装，授普通
牌空手玩牌绝技包会。 批各种隐形
透视眼镜、白光扑克麻将变牌仪等。

牌具超市

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酒店电梯上三楼15243612588

飞针麻将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合
作
出
场

以一敌三， 胜券在握（吃、
摸、碰、杠、胡）掌控全局，准
确率百分之百， 无需控色，
任君检查，绝无破绽。 本产品
超越了以往的任何麻将产品，做
到了真正的傻瓜式操作。

另售各种扑克、筒子等牌具精品。

普通扑克麻将最新手法硬功夫无破
绽感应分析仪桌上无任何东西报牌
快准上门安装手机远程控制麻将程
序机（四方开骰）隐形透视眼镜变牌器药水
密码扑克麻将。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低价牌具 13507456730

▲最新扑克算牌王：1）实战隐蔽桌面
无需任何东西摆放，全方位报点，
2)速度快准发牌前 0.1 秒自动报点，
每家牌大小，全场由您主宰。 3）牌
随意摆放适应扑克全国玩法各种老
款分析仪可以旧换新（可租）QQ：2453505616
▲必赢牌技纯手法传授，要啥有啥
▲万能麻将机程序，可起手拿好牌
地址：长沙汽车南站旁水韵山城

常胜牌技
152 1111 7272何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三公、
金花等庄闲绝杀。 上门安装程序
麻将机，可控制四方色点。 高清博
士伦可看透扑克麻将，普通扑克无
声变牌器，飞针麻将合作出场。

必胜牌具

火车站三九楚云
大 酒 店 503 室13908478993

13467668666

【化学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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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高科技进口隐形眼镜、一对一
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不会不收费）长沙
火车站凯旋大
厦A座 1405房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真功夫纯手法背面识别普通牌，最
新幻影移牌术，包教包会，火车站通
通商务酒店 401室（新天宾馆对面）

博艺牌具 13974936728

售最新扑克分析仪 ,四方色程序一体
机 ,无色博士伦看透扑克麻将 ,授牌技！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B栋 7楼 7703 房

中兴牌具 13677369990

财经·商业

还在苦等网购到货？ 你OUT了
来苏宁，线下体验线上购物
吃个饭的时间，网购商品就到手了

“怎么还没到
啊？” 在网上淘了
一台洗衣机，等着
急用的长沙市民
刘源抱怨道，她的
包裹在路上已经
“漫游”了7天。

难道网购，就
一定得承受等待
的折磨？答案是否
定的。

“4月29日，苏
宁五一广场超级
店开业后，苏宁易
购长沙站也将同
步上线，到时长沙
市民可以享受苏
宁‘云商’带来的
快捷生活，线下体
验， 线上下单，当
场提货。” 苏宁云
商长沙大区总经
理窦祝平说。

■记者 杨迪

在人们逐渐被网购节约时
间、省钱而吸引时，苏宁超级店的
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则注定要打
破这种趋势。在苏宁，实体店购物
也能省钱，网上购物更省时间。

“在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购
物，店内提供100兆光纤的网速，
你可以现场体验产品，同时打开
苏宁易购，比较价格，让你花最
少的钱，提走最中意的产品。”窦
祝平说，月底，湖南市民就可以
看到易购长沙站， 长沙站有的，
可以去苏宁易购自提点当场提

货，没有的，依托苏宁强大的物
流，2天也能到货。

“落地生根，依托实体店，易
购将更加贴近本地群众，在家网
购的市民，也能得到附近门店有
货的提示， 你可以选择自提，也
能选择送货，” 窦祝平说，“吃个
饭的时间，就能送到你手上。”

苏宁“云商”落地，超级店的
打造，线上线下逐步融合，将让
湖南人享受到购物的快捷与方
便，引领湖南家电加速步入“云”
时代。

非凡的体验感，也是全新升
级的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带来
的“新生活”。

“这里引进包括苹果体验
区、摄影器材体验区、微软体验
店、电子电教在内的上百个品牌
体验中心，为消费者带来最新的
产品和服务体验。设置芝华士沙
发等体验区全方位打造影院级
视听感受。”窦祝平说。

这意味着，你挑选商品的同
时，还能够“玩”机，增加体验感。
“超级店将设立Xbox专区， 由4
块46英寸专业液晶拼接成超大
屏幕，玩体感游戏的同时，也能
感受超高清画质带来的视觉享
受。”窦祝平说。

现在消费者就可与长沙苏
宁官方微信互动玩起来！ 即日
起，你可以每日阅读长沙苏宁官
方微信发布的超级店信息，开业
前每周五长沙苏宁官方微信将
推送有奖问答活动，有机会赢得
400元克拉海洋消费券等惊喜奖
品， 同时还有更多家电秒杀、关
注有礼等活动。另外，关注@长
沙苏宁@三湘都市报，并转发送
U盘微博就有机会获得朗科4G�
U盘一个！

业内人士称：“苏宁五一广
场超级店通过全面提升店内出
样丰富度及产品体验度，将‘购
物式消费’一举提升到‘生活体
验式消费’。”

国内外一流的产品和休闲娱乐享受够吸引人，但细节设计才更能体现这
里的独一无二。“无论是硬件、软件，苏宁五一广场店都将成为湖南零售连锁
的一个标杆。”窦祝平信心满满。

【真有味】 买之前让你先玩两把

【够速度】 网购商品，吃个饭的时间到手

细节一
金融生活服务区：这里能提供便民服务（水电煤代交、还款支付、彩票）、

商旅（机票、酒店、旅游）、生活服务（团购、优惠券、订餐、家政、话费充值）、票
务（演出）等全方位的产品整合服务。

细节二
自提点即买即提：设置苏宁易购自提点、快递点，建设门店“最后一公

里”小件物流配送队伍。

细节三
手持终端即买即查：营业人员都将配备智能手持终端，可随时随地完成

价格查询、库存查询、消费订单制作等工作，简化购物流程。

细节四
100兆光纤享受流畅网速：全店覆盖100M的WIFI热点，为消费者体验店内

电视、电脑、手机等智能终端提供了网络硬件条件，在这里，看视频也不会卡啦。

… 服务

细节砌成行业新标杆

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体验下载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