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家服务

大众搬家

顺通搬家

空调服务
专业空调移机维修加氟回收5565882

4659773空调移机、维修

万福搬家

锅炉 暖气片●

厂家直销瑞林暖气片13905690621

家政保洁
奥洁公司：防水、内外墙地面翻

新，高空拆装清洗保洁 4666903

二手市场
高价回收各种空调、电脑、
变压器等单位废旧物资设备

律师服务

胡律师13855184456

礼仪服务
如意有缘商务休闲陪聊15256922788（聘女）
异乡情缘商务休闲（聘女）15056926926

旺铺转让

转让滨湖新区营业中300m2旺铺酒店
13955130228

元一希尔顿后沿街酒店240m218756088996

转石台路美食街400m2足浴城13856063552
机场路别墅出租适办公、旅馆18955153136

低转凌大塘 60m2 饭店 13645690117

浴场转让五里墩立交桥营业中浴场整体转
让（非诚勿扰）13966751844 李

招
租

明珠广场上海城市门面，地上
81m2，地下半层 254m2（28
元/m2不可餐饮）13339013393

酒店转让
火车站东侧1800m2新精装酒
店、宾馆转让13605692881

招生培训
高考计划内招生 15279160833

车辆租赁

路路通 租赁汽
车4242344（24h）

酷派A6广本丰田凯美瑞马6现代别克商务
等自驾代驾陪练二手车买卖 www.lltqc.net/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
翰卓家教

5110283 5113907www.hefeijj.com

家 教
五步学习解题法速算轻松学数学 15855121233

本公司有大小货车常年低价出
租20元每小时13905601414货车租赁

转六安路32m2门面，能隔两层13856056053

仓厂招租
包河工业区两层820m2厂房出租13705510352

招
租

庐阳工业区阜阳北路
7000m2 在建四层框
架厂房13955152869

瑞聪商业展柜、装饰
13053089006

装饰建材

金福搬
家

5514893
移机、家具拆装

4494955

招 聘
聘DJ公主佳丽模特全兼职13855115093

招 工 人 ，男 女 不 限 ，可 带
回家制作，日结 40-80 元。
地址：安庆路与六安路交叉口圣园大厦613室聘电话：0551-2316865 13033064518
(分部：白马服装城2期写字楼10楼2101544)

20万聘业务经理
13965085701

聘
联系人：张总13721111081

国际上市公司，减肥巨
头进驻中国，诚招加盟，
聘业务经理，业务代表。

男女公关、内保、日薪叁仟,包吃住，
可兼职，无押金。15538288088

酒店高薪诚聘

聘餐厅服务员，底薪1500元+提
成奖+社保金 13856091379

安徽省委办公厅机关招待所
（九狮苑宾馆）

贷无抵押小额贷款
13003080804杨
13003009904赵

电话：5178321
快速借贷

工商咨询

光辉贷款

奥林花园5154006 13085056595
房产抵押贷款,已贷再贷二
小时放款另代办银行卡

真正最低价注册、增资
专业代帐

财富热线：13003001688 5282328

飞信投资
真诚相贷，速办企业贷款：民间融资、
个人、中小企业、项目投资（10-2000
万）500万以上需监管，无抵押，外地
可，农村自建房可，另代办信用卡。
电话：025-58931755 58930611
地址：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178号5号楼2203室

注 册 、增 资 、代 账 13956932779
快速注册、大额增资13083051118

报税年审增资贷款审计13003000192

海源投资
18956019500

注册、增资
借款、过桥

低价注册、增资、代帐4467656

1.个人无需抵押，当场
放款1--10万
2.企业无需抵押，500
万之内当天放款

3.个人、企业有抵押贷款，车子、
房产均可（按揭房、购房合同、回
迁房无证等）
地址：太湖路海顿公馆一期二号楼1505室

贷！贷！贷！

0551-3472750 13514984449

中保

www.ahfl.com.cn

广告征订：0551-2833012 2612696 18919656695
地 址：永 红 路 10 号（安 徽 省 出 版 局 旁）
本版只提供广告信息，不作为法律纠纷的依据，敬请广大读者验明相关证明，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规避风险！

恒安投资咨询公司
★长短期应急资金（有无抵押均可）闲置资金理财（月利1.5-3分，绝对安全）中小企业资金回转
1.5分利，1-5年期低费用办理房屋买卖过户，贷款，抵押。
★专业债务清理，专业调查，婚外情取证（高速、高效）项目合作，回迁房，商品房代理销售，回购。
电话：13866727601朱经理 地址：合肥市十六所对面银河湾花园1-01门面

恒
定
安
兴

安
徽永祥担保投资公司
当日放款、放款前无任何费用,个人及企业（5万-1000万）
1. 个人房产 ( 全款房）各种车辆抵押借款。
2.企业土地、房产抵押、短期借款
3.承兑汇票、见票付款，垫资、过桥、工程保证金、工程合同借款。
门面房 80%借款，信用好的开发公司及企业无抵押借款。

电 话 ：2918318 2918358 13655559500 18905603731
地址：凤阳路澳澜宝邸 A 座 1004 室（新亚汽车站对面）

居才投资
2.办理银行循环贷款到期垫还续贷、增贷（徽行、建行、科技商行、农行）

3.快速办理单套房抵押贷款，公司贷款（60平方米以下 划拨，回迁房）
4.代办二手房买卖过户（银行垫还，按揭贷款，离婚晰产）

1.短期民间借款（全产权房，按揭房）

您的一个电话 我们可上门服务

公司地址：合肥长江中路省委大门西侧长江大厦8楼
13329015389 13866793334电话：

急急急！！！
当即得款

0551-4656339马鞍山路新都会国贸公寓1幢1单元601室

凭本市户口无抵押无担保
热线：

安徽中昊投资担保集团
凡在合肥市有待建、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或合肥知名企业,均可向我集团申

请融资、贷款或合作。无需抵押担保。贷款额在50万-3000万，当天即可放款。
咨询电话：0551-5238732 手机：13966704526
联系人：刘先生 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369号CBD中央广场A座12B

万通投资 资金周转
借贷：车子、房产、土地、购房合同、在按揭中房产均可贷款
企业：短期借贷、银行垫还、先借后贷、垫资过桥
贷款：房产、土地、可贷八成，银行利息、放款快

企业借款

无需抵押

100万-5000万

合
法
手
续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与梅山路交口星海都市公馆1002室

总部：2827730 西部：2827530

当
场
放
款

万通担保

业 务 代 表 、经 理 助 理 ，美
国 上 市 公 司 欢 迎 寻 找 成
功机会的智慧人士加盟。聘13956005503 0551-5637577

注销公告
合肥市朗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于
2010年6月1日成立，清算组由叶何江、应育
山、王丽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合肥庐阳区美莎娜全然健康生活馆税务登
记证正本皖地合340102196112223529遗失

遗失声明

合肥恒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证电子附本IC卡遗失，证号为74307169-4

凤台县睿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 证 正 本 号 码 684996602, 登 记 号 组 代 管
340421--002642遗失，特此声明

专、兼职营销员若干名

聘13956055830
欢迎保险业务精英加入

142010年6月14日 星期一
责编：张华玮 组版：胡燕舞 校对：夏群

意大利此前在热身赛表现糟糕，先是输给墨西哥，然

后又被瑞士逼平。球队三条线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而且

核心中场皮尔洛还受了伤，此外德罗西也有轻伤。

巴拉圭近2场友谊赛，逼平科特迪瓦，完胜希腊，显示

了不俗状态。目前球队阵容完整，无论攻防都非常均衡，

并不存在明显的缺陷。

意大利是世界杯老牌劲旅，强就强在防守反击；巴拉

圭在进攻至上的南美大陆是绝对的另类，防守反击是其赖

以生存的绝技。同是防守反击，就看谁的功力更深厚了！

星报讯（记者 江锐） 2010年中

国围棋甲级联赛6月12日进行了第7

轮比赛。安徽宁国市政以3:0大胜上

海队，目前积17分高居积分榜首位。

在四场比赛中，檀啸战胜朱元

豪，取得7连胜，孙腾宇在快棋中战

胜常昊，孙力在主将战中击败胡耀

宇，王垚战胜了师兄邱峻。

安徽继续领跑围甲

安徽九方男篮获季军
星报讯（记者 江锐） 2010 年

NBL联赛第二阶段B组日前在江苏淮

安收兵。安徽九方队在最后两场比

赛中，分别以 93:77 击败山西圣奥、

91:84战胜宁夏哈纳斯后取得第三名。

2010年NBL联赛第二阶段B组比

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后两站比赛分

别于7月2日至8日在江西余江、8月

20 日至26日在河北秦皇岛举行。

星报讯 北京时间6月13日，总奖

金额为22万美元的WTA国际巡回赛

英国伯明翰赛进入到正赛最后一天

的争夺。在女单冠军争夺战中，头号

种子、中国一姐表现强势，以7∶5/6∶1

横扫俄罗斯美女莎拉波娃，获得本赛

季的首个单打冠军。

李娜斩获本赛季首冠

针尖对麦芒
荷兰对丹麦，日本对喀麦隆，意大

利对巴拉圭，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战役，

相近的实力。他们谁也不把谁放在眼

里，他们追求的只有胜利！

荷兰“郁金香”从来都不缺少

激情，“北欧海盗”也始终有着一股

蛮劲，两队的碰撞必将火花四射。

伤病方面，目前丹麦情况尚

好，只是球队后卫凯尔的受伤令球

队防守实力稍稍受损；而荷兰恐要

失去他们的边锋罗本，小飞侠在对

匈牙利的热身赛中左腿受伤，恐怕

要缺席与丹麦的首场对决。只要

怀有激情，就一切皆有可能。

本次世界杯，喀麦隆对阵日本

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战胜日

本。非洲雄狮拥有国际米兰主力

前锋埃托奥，并且脚下技术也堪称

一流。可号称“亚洲巴西”的日本

队也绝对不容小觑，并且他们对阵

喀麦隆拥有心理优势，好似天生就

是喀麦隆的克星。亚洲最强对决

非洲第一，没有理由不期待！

6月14日19:30
荷兰VS丹麦
激情的较量

6月14日 22:00
日本VS喀麦隆
非洲雄狮遇克星

6月15日 02:30 意大利VS巴拉圭
顶级防守之争

星报讯 前一段时间，曾有媒体

爆出消息，克鲁伊夫愿意帮国足选名

帅。昨日，当被问及这个事件的真实

性及其是否考虑成为国足主帅时，克

鲁伊夫并没有正面回应，仅仅表示对

于来自中国方面的求助，自己永远不

会拒绝。

克鲁伊夫不拒绝国足

竞技快讯


