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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借贷

房地产、矿业、酒店、种养殖业、
在（扩）建项目等。 区域不限高薪
聘商务代表 tuozi5288@163.com

上海大额资金直投

021-51078305 18116299330王总

大额资金寻项目：1、 企业个人
短期借贷，流动资金周转，免抵
押， 区域不限；2 、 寻农业、矿
产、养殖、房地产、旅游，在建工
程等投资合作。 028-68000160

建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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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调查

王律师18607319453
资深刑案辩护合同婚姻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超声波捕鱼机：可捕鱼范围深宽
25-180 米，价格 680-3680 元等
多种型号。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诱捕范围 2000-8000
米， 价格 780-3300 元等多种型
号， 将详细地址姓名发送到
13828617995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参考。 广东省信宜市越丰电子厂
0668-6858311 WWW.YFDZ99.COM

致富良机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足不出户月过万元
润达网络免费提供增值电话平台
免加盟费，盈利当天结男女均可。
010 -86351188 18612737728宋

银行贷款 15802595702
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当日下款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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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路友阿百货对
面凯通国际 14 楼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可赤膊
演变斗牛、金花、三公字牌，另售
高清透视眼镜可看透扑克麻将字
牌。 大范围扑克麻将分析仪，桌上
无任何东西可知牌的大小。 隆重
推出远程飞针麻将以一胜三，合作
出 场 T：13327317711 胡
网址：www.13327317733.com

大赢家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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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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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芙蓉卡友 18390817671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五一广场）（平和堂 908室）
84721768、18173128078

小额速借捷
胜

咨
询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13786175966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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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5058383

程序麻将

贷 款 咨
询

凭本市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新世界百货 2106 室（五一广场对面）
89700838、18008403370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诚信专业
简便！（房地产、矿产、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等各类新建项目）区
域不限，企业个人均可，轻松解决
企业资金困难 028-68080888

巨银投资贷款咨
询

精娱牌具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程序， 飞针麻
将，感应麻将，单人分析仪远距离桌
面不放东西，一对一透视眼镜等。

138 7311 5355
晚报大道
时速风标

www.cspj888.com

农科院杂交技术应用新成果
品种优、易饲养、价值高、
市场缺、包成功、包收购。
咨询电话：0731-89707061

土元（土鳖虫）黄粉虫养
殖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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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港湘建筑装修设计、施工
装修、 幕墙（含雨篷、门
窗）设计甲级，施工一级。
电话：0731-84710806、13808412817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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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誉快借咨
询

85045959、18874783399

凭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
五一大道新世界百货 1909室 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 五一新干线 A座 1017室
85285563、18975843563

专业维护、代还，手续费低 8‰、
信用卡积分。 谢莎:18684641474

长沙信用卡免费维护

无门槛，随借随还，欢迎同行合作。

贷款
18670752122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88706076、1511615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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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上门安装自摸程序麻将机 .
宽范围扑克分析仪, 一对一透视
隐形眼镜. 筒子. 麻将, 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长沙晚报大厦正对面

实战牌具 13467671788

专业办理各类企业流动资金，启
动资金，财团直投，速度快，手续
简。 服务宗旨:与大中型企业同
步发展， 和中小型企业共同进
退。 高薪诚聘全国业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江苏东盛投资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搬家 回收

MBA/MPA双证热招中
高效辅导通过率高 18681018601

招生 招聘

转租 出售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不装程序不戴眼镜不换师傅不
练手法，一胜三，百人围观无破
绽，麻将神算天眼通合作出场。
麻将扑克顶级牌技传授， 超隐
蔽实战牌具可按要求定做 。

鬼手三哥

网址：www.gssg168.com电话：400839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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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80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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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公告声明

胡文达 430104194909072559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郝旭身份证号 43012419860907
6578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湘
迁字第 00390864号,声明作废

临湘市文华商贸经营部（注册
号 430682600155471）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镁富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外管分局 2012 年 7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30192000050201;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地税湘
字 430102599407770号;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卡,代码
:59940777-0;公章、财务章、
合同章及刻章登记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每个爱车的人都怀揣着一个关于速度的梦想：驾驶着心爱的超炫跑车，轰足油门狂飙飞驰于赛道之中，尽享速度与激情。这
些仅仅在赛车电影和游戏中才能见到的热血场景，随着东风日产NISSAN�GT-R和370Z的重磅推出，也开始变得触手可及。

很多人说，速度是衡量一辆跑车的最基本参数。一辆跑车的“速度”快慢，不仅仅决定其拉风指数，更为重要的是，还代表了
其性能的高低和品牌所蕴藏的价值内涵。

日产汽车旗下的NISSAN�GT-R和370Z，拥有近半个世纪历史传承，凝聚日产顶尖科技，是东风日产品牌弘扬跑车文化的
最佳载体。

性能为先诠释“技术日产”
“技术日产”是日产汽车立足

行业之本， 东风日产作为日产汽
车国内唯一合资企业， 自成立起
就秉承了“技术日产”的基因，并
且不断通过旗下车型的系列营销
活动，将“技术日产”的领先优势
传递给媒体和消费者。

作为对“技术日产”基因的最
佳诠释，日产双雄NISSAN�GT-R
和370Z始终将性能放在首位，凭
借出色的性能向人们展示了“技
术日产”的领先优势。

享有“战神” 美誉的NISSAN�
GT-R，是日产汽车所有最新科技
与尖端技术的集大成者，它以“让
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皆可
畅享激情驾驭的卓越性能，” 创下
连续50场比赛不败的战绩，始终处
于超级跑车技术革新的最前沿。

NISSAN� GT-R拥有 3.8L双
涡轮增压V6发动机， 最大马力达
到惊人的540匹，最大扭矩也达到
628�N.m，0-100公里加速仅为2.7
秒。GT-R拥有更精巧的设计和
更极致的调校， 具有爆发力的增
压引擎， 毫不拖泥带水的加速力
道，爆发出近似于赛车的力量感，
仿佛下一秒就会穿透耳膜， 让人
直呼过瘾。

作为一款入门级跑车，NIS-
SAN�370Z同样以性能著称，享有
“百万级别内性能跑车王” 之美

誉。搭载第四代VQ37VHR自然吸
气发动机，最大马力332匹，最大
扭力则为363N.m， 提供4.7s破百
（内测数据）的加速性能。

踩下370Z油门， 你会感觉到
身后汹涌高亢的声浪倾泄而出。
370Z配备换挡舒适性出色的7速
自动变速器，实现6.38的最宽变速
比。秉承“一切为了飞驰”的开发
理念，NISSAN�370Z传承日产纯
正跑车血统， 无论是动力还是操
控性能， 相较于几百万的超级跑
车也毫不逊色。

经典传奇再续王者辉煌
1969年， 第一代GT-R诞生，

搭载2.0L的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
马力160匹，在上市短短三年内创
下了50场不败的记录，“战神”美
誉也由此而来。1972年， 第二代
GT-R正式登场， 其采用的矩形
头灯设计和四圆形尾灯组设计，
成为GT-R独具特色的个性标
志，一直传承至今。

1989年， 第三代GT-R面世，
最大输出功率280马力。1990年，
NISSAN推出了GT-R�Nismo，此
款车不仅囊括全日本A组及N组
房车赛冠军，更在JTCC上取得了
29次出场29次夺冠的完美成绩。
在第三代GT-R取得巨大成功以
后，NISSAN于1995年和1999年分

别 推 出 了 第 四 代 和 第 五 代
GT-R。

随着日产公司在性能上的
不断创新和极致追求 ，NISSAN�
GT-R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奇迹，
续写传奇。据了解，第六代NIS-
SAN�GT-R曾多次刷新纽博格
林赛道的纪录，最终以低于7分
19秒的成绩震惊四座， 并跻身
0-100km/h加速 2秒俱乐部 ，让
保时捷911等众多豪华品牌望尘
莫及。

同样有着传奇身世的NIS-
SAN�Z系列跑车， 自面世以来，
全球累计销量已超过 175万台 ，
囊括诸如“Automobile全球明星

跑 车 ”、“J . � D.� Power� 质 量 冠
军 ”、“Car� and� Driver年度明星
车型”等众多国际大奖。不仅如
此， 在北美市场NISSAN�Z系车
型更堪称“时尚王者”与“销量
至尊”，连续数年销量为同级竞
品车型的2-3倍，一骑绝尘领跑
市场。

第 一 代 Z 系 跑 车 240Z 于
1969年问世 ，搭载强劲的 2 . 4L
六缸发动机 ， 动力 输出 达到
151马力， 百米加速仅为 8 . 1s ，
如此惊人的数字震动了 当年
整个跑车市场 。 第二 代车 型
240ZX ， 相比第一代车型在动
力 上进 一步 提升 ， 180 匹 马 力
为日系车在北美首次树 立了
高性能的形象 。

第三代车型 300ZX在前两
代车型的优质基础上 ， 以锐利
的线条、 完美的力学设计将风
阻有效降低。 至第四代，Z系列
跑车以超过100万辆的销量，成
为当年创纪录的畅销跑车，被
洛杉矶的彼得森汽车博物馆永
久收藏。2002年， 第五代车型的
上市开启了Z系跑车搭载著名
VQ35DE�发动机的历史。

时至今日，作为Z系跑车的
集大成者，370Z历经岁月磨砺，
洗尽铅华， 秉承“一切为了飞
驰”的开发理念，凭借力量与美
学完美融合的锋尚造型， 成为
跑车界的时尚王者。

东风日产跑车双雄演绎极速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