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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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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旭鑫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2 年 6 月 5 日核发组织
机构代码证 IC 卡壹张， 代码
59756094-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年薪 10万聘招生老师
湖南远洋船务 0731-85891288/088

招生 招聘

常年开设长、中、短期传媒
类培训、高端培训。 一年制
自考助学班（播音、编导、摄
影、 动画）。 一年制课程班
（播音、编导），短期培训播
音、编导、新闻采编等
010-65768145、65779095/9505
http://peixun.cuconline.cn

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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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2466988、85583371
专注微小贷款

人杰竹纤维毛巾，去油、去污。
用脏后清水冲洗即可干净，现
招全国各市代理，想发财，想
暴富，来厂贴牌自己做。 全国
已有十几家公司在我厂贴牌
生产，利润高，欢迎来厂考察，
厨巾 1元 1条。 免费电话：
400-018-5488山西省运城市

小毛巾 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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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扑克斗牛随便洗、 切每把通
吃。 扑克分析仪斗牛、金花、三公、
二张每把最大。 普通麻将机智能芯
片起手听牌包自摸。 高清隐形眼镜
看透所有扑克麻将。 所有产品技术
不实用不收费。长沙马王堆万家丽路银港
水晶城

牌王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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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针望远麻将
合
作
出
场

独家销售新一代远程飞针麻
将，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傻瓜
式操作，以一敌三，轻松赢牌，
（另售各种高科技牌具精品）

15580999992多赢
娱乐

维护代还，0.9%手续费
86780359、13875984207

长沙卡友服务咨
询

专业代办咨询 13755068958
大额信用卡

无抵押放款快
15675858023低息贷款咨

询

土地、矿产、电站、房产等资产转
让，融资贷款。 产品销售等挂湖
南华中产 权 网（www.hncqjy.
com）为您推广招商。 需求人只
要点击唯仅有我公司拥有的“湖
南土地转让、 湖南矿产转让、水
电站转让”等有力关键词，就能
立即找到您。 15802635018彭

湖南华中产权交易公司

资产转让网挂招商

彩陶美酒，瓶美酒更美，个人专
利 ,投资 5 万，年可盈利 20 万
左右，招湖南各市县独家代理。
电话 15905567424 QQ:554744513

彩陶酒招商

上门安装自设牌型, 长麻转麻万能遥
控随意操作.一对一隐形眼镜、字牌扑
克感应仪，无需镜头直接报牌。长沙火
车站凯旋 A栋 2005室 13755058383。

程序麻将

广发投资
免费：
热线：

400-0016-993
0731-89715128

打造民间资本第一品牌
帮个人投资、助企业融资
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种资金难题
矿业、水电站、地产、工程、农业等
地址：芙蓉中路三段弘林国际 10 楼

适用范围：A、适合儿童、老人、宠物的监护；B、个人安全防范、驴友、户
外爱好者；C、外勤人员管理；D、汽车租赁、车队人的管理 E、野外旅游探险。

GPS 定位手表八大特点：1、SOS 一键求救、直接联系家人、可以语音通
讯；2、GPS 监控定位，实时追踪，定时回传位置信息；3、特设电子围栏越区
报警功能，自我设定区域，超出区域自动报警及时保护您的家人；4、历史轨
迹记录回放，随时让您清晰知道他去过哪里，往哪个方向，更快找到目标；5、
远程监护功能，可以在不打扰被跟踪者的情况下监听附近声音，实时监控；
6、设置监护人号码，发个短信就可定位，操作简便解决父母和儿童对繁琐操
作的无奈；7、野外探险、外
勤人员 GPS 及时帮您定
位， 让您身处异地不再迷
茫；8、 时尚运动的造型更
能让孩子爱不释手， 是送
给孩子上好的礼物。

GPS+SOS卫星定位手表 持续火爆
监控定位 面面俱到

火爆招商中

全国统一订购电话：400-601-5080
现诚招市 /县各级代理商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追债咨
询18229931310

咨
询

个人创业企业无抵押贷款银行
利息无前期费用 15974274325

大额贷款

律师 调查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海运集团诚招加盟商
政府支持,年分红 30 万以上,加
盟热线 :0731-83881905

原生产地凉山彝族。 18890382938
野生虫草优价出售

招湖南省、市、县级加盟商
400-0056-001、0531-86169286

中天万运 快递物流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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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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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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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个人身份证低息无抵押贷款。
银行贷款 13787032389咨

询

发 快借应
急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无前期费用
无抵押。 89605870、18229852658

咨
询

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无前期费用，
无抵押。 84688130 18932428130

信誉快贷银
行
利
息

咨
询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两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车贷、房贷 1-50万。 18684648121
小额无抵押信用借贷咨

询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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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无需设备，上门服务，回收产品。
株洲外贸手工活外发
0731-28819312、28819313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各种牌具上千种 ，上门安装 ，实用型
牌技大师免费表演后再学，包教包会

牌技●牌具 1827483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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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东盛投资咨
询

放息十万年赚二万四， 贷款月息
二分，按揭房二次贷款、汽车值押
贷款。公务员无需抵押。地址:株洲
平和堂公寓 2座 20楼。 28220081

鸿顺投资

有无抵押均可, 月息低至 1%,放
款快,贷前无费用。 18684722588

小额借贷

错过茅台，错过五粮液，还能错过
西凤？ 中国四大名酒———西凤酒
强势进入湖南。 招商、团购热线：
15675138888、4000731279
人民东路 38号东一时区南栋 6楼

西凤酒·国臻凤香

诚招市县级独家代理， 低投入，高
利润，零风险。 电话：18601557949

洋河青花瓷酒隆重招商

公告声明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长沙合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贷款卡，卡号:
43010000028041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志义遗失保险代理人资格证，编号 ：
2008064300000005373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